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國立政治大學文學院哲學系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昂希（Michel Henry）藝術現象學的研究 

Studies on Michel Henry’s Phenomenology of the Art 

莊浚生 

Tsun-Sang CHONG

指導教授：黃冠閔  博士 

Advisor: Kuan-Min HUANG , Ph. D. 

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一月

January, 2017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niv

ers
i t

y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中文摘要 

本論文將以昂希解讀康丁斯基的抽象繪畫理論作為始點，以探究現象學如何描述

與詮釋繪畫活動，同時透過此過程，展現出昂希的生命現象學於現象學運動中的

獨特之處。因此，本文會以抽象繪畫的現象作為範例，探討繪畫現象如何可以超

越可見的限制，面對不可見者，直接顯現繪畫現象。並藉此說明現象的顯現是無

關於可見本身，而是不可見的生命直接地作為現象顯現的本質。 
 
 
 
 
 
 
 
 
 
 
 
 
 
 
 
 
 
 
 
 
 
 
 
 
 
 
 
 
 
 
關鍵詞：昂希、生命現象學、不可見、感觸、內在、康丁斯基、內在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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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essay, I would consider Michel Henry’s interpretation of Kandinskian theory of 
abstract painting, in order to argue how the phenomenology gets involved in the 
painting activity. On the same time, it will be shown that what are the special features 
of the phenomenology of life theorized by Michel Henry in the development of 
phenomenology. Therefore, taking the phenomenology of the abstract painting as the 
example, this master thesis will demonstrate how such phenomenology can be 
revealed in the immediacy of the invisible, by going beyond the limit of the visible. 
By using of this case, I will furthermore prove that 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phenomenology i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visible itself, but the invisible life itself as 
the essence of manifestation instead. 
 
 
 
 
 
 
 
 
 
 
 
 
 
 
 
 
 
 
 
 
 
 
 
 
Keywords: Michel Henry, the phenomenology of life, invisible, affect, immanence, 

Wassily Kandinsky, inner neces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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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著作縮寫與範例說明 

 
昂希 （Michel Henry） 
 
B      La barbarie. 
EM    L’Essence de la manifestation. 

The Essence of Manifestation, trans. Girard Etzkorn. 
GP    Généalogie de la psychanalyse. 

The Genealogy of Psychoanalysis, trans. Douglas Brick. 
I      Incarnation. Une philospohie de la chair. 

Incarnation: a Philosophy of Flesh, trans. Karl Hefty, 
PM    Phénoménologie matérielle. 

Material Phenomenology, trans. Scott Davidson. 
PV1   Phénoménologie de la vie Tome I. 
PV3   Phénoménologie de la vie Tome III. 
VI     Voir l'invisible. Sur Kandinsky. 

Seeing the Invisible: On Kandinsky. 
 
康丁斯基 （Wassily Kandinsky） 
 
CW   Kandinsky: Complete Writings On Art. 
 
凡是昂希之著作如有英譯本，本論文一律先以引用原文頁碼，然後英譯本頁碼為

後，中間以分號作分隔。例如 EM, p. 55; p.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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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論：生命現象學—思考現象顯現的本質 

 
本研究將以法國哲學家昂希（1922-2002, Michel Henry）的藝術現象學作為

考察，透過昂希在解讀康丁斯基的抽象繪畫與理論，從而展現他在法國現象學中

的另類面貌。法國現象學的發展受胡塞爾與海德格的影響而展現出不同的多元面

貌，昂希則以「生命」現象學作為主張，回應當時以「意識」、「身體」與「存有」

為主流的現象學觀點。 
Dominique Janicaud 於 1990 年以《現象學與神學轉向》（Phenomenology and 

the "Theological Turn": The French Debate）1為題目出版一書，以「神學轉向」劃

分了六、七十年代的現象學發展特色，包括昂希、呂格爾和列維納斯等人，把以

上三人與沙特、梅洛龐蒂與杜夫海納分別以神學與無神論的現象學作為區分。

Janicaud 認為六、七十年代以來的現象學理論具有「神學轉向」共同特色，而且

此轉向可以作為線索與接受胡塞爾與海德格影響的法國現象學理論作出區分 2，

以顯示出重視「內在的現象性」（immament phenomenality）的現象學理論。 
但 Dominique Janicaud 以「神學轉向」的宣稱統稱了法國現象學的六、七十

年代的階段發展，並把昂希放進轉向的其中一員，只是根據歷史觀點（historical 
perspective）作出分類，而不是從方法論的批判（methodological critique）中出發。

因為昂希的哲學發展並不會因神學色彩的背景而使其思想的認識上造成障礙，而

且，如果按照著作的出版先後次序與思想歷程而言，生命現象學源自，他對胡塞

爾與海德格現象學理論的批判，發展出更為徹底的現象顯現方式，以生命作為顯

現的本質。同時，昂希把生命現象學的理論介入到不同的人文領域，嘗試在藝術

理論、政治理論、基督宗教傳統與倫理生活的實踐上找回生命本質的基礎。下面

將會簡略地說明昂希如何在主流的現象學觀點裡，轉出一套另類的現象學。  
昂希於 1963 年出版主要博士論文《顯現的本質》（L’Essence de la 

manifestation），提出生命的本質作為一種原初內在的彰顯 （l’essence de la vie 
comme une revelation immanente originaire），並且以此彰顯作為現象學與哲學的

可能基礎 3，即把現象學的始點以「絕對主體性的徹底內在領域」（la sphère 
d’immanence radicale de la subjectivité absolue）4為基礎。「徹底內在主體性」的主

張是昂希明顯地與傳統現象學自胡塞爾超越論的現象學劃出界線的標誌。胡塞爾

的現象學理論仍然是一門以科學為導向的理論系統，以意識作為主體經驗場域，

建構對象事物的可能性；雖然他以先驗我思作為內在，以建構出超越認識的可能

性，但理論的核心要旨仍然以超越的科學對象為理論的興趣，而忽略內在本質的

                                                       
1 Dominique Janicaud, Phenomenology and the "Theological Turn": The French Debate,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00. 
2 此處是指法國現象學發展的第一階段，分別是 1945 年梅洛龐蒂的《知覺現象學》、1943 年沙

特的《存有與虛無》和 1953 年杜夫海納的《美感經驗的現象學》。 
3 EM, p. 55; p. 43. 
4 Ibid. p. 54; p.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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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其次，胡塞爾使用意識對象的意向性推導出先驗自我 5，以對象性給予

「自我」的本質，以「外於自我」的方式來描述「自我」，並沒有為自我的內在

本質進行現象描述。昂希之所以不以對象性給予來進行對「自我」的本質論述，

是因為以「徹底」方式證成或建構主體性，意謂著不依賴於主體以外的事物給予

自我。「自我顯現」未必需要在反思過程中由對象所給予，而是可以先於反思中

獲得顯現。6針對此問題，他提出「自我感觸」（auto-affection）的顯現模式，描

述所有的意向活動都具有「自己體驗自己」（s’éprouver soi-même）的層面，強調

主體能夠以自己體驗自己的方式進行自行給予（auto-donation），先於其對象所給

予。由此，「自我感觸」的給予模式可以證明自我顯現並不需要依賴任何對象世

界的介入，進而重新定位「徹底主體性」作為現象顯現的本質。 
昂希在《顯現的本質》所建立的「徹底主體性」，是針對超越論的現象學提

出質疑，並以「顯現的本質」方式指出，超越對象的現象經驗描述並不建立於或

者關注在「有什麼東西在顯現」的意向性結構上；相反地，他更徹底考慮某物之

所以顯現的本質是什麼。繼而，他以「內在」和「原初顯現」方式，詮釋奠基的

本質（essence of the foundation），帶領我們重新思考現象學與存有論的基本關

係。7只有內在與原初顯現作為奠基才能使超越的存有論成為可能，即「超越建

立於內在」（transcendence rests upon immanence）8。「奠基」並不是一個確定的

本質與實體物，而是一個不斷使事物顯現自身的行動 9，源源不絕給予超越現象

顯現的動力，而此行動的動力就是每位主體的生命本質所給予的，他說：「現象

學的最終意義，建立於發現『現象』自身有其奠基的事實。」10。《顯現的本質》

不斷提及內在的奠基根源如何透過批判超越論的現象學觀點，將超越現象返回一

種徹底主體性的現象顯現場域。 
 

第一節    問題意識與章節安排 
 
壹、問題意識 

觀看繪畫現象活動如何與現象學有關？這問題看似可以從一般現象學的方

式進行描述，繪畫作為藝術作品，無疑與現實世界諸對象有所不同，觀看繪畫所

產生的美感與觀看一般事物所把握的意義，應該出自於不同的理論角度與出發

                                                       
5 胡塞爾在《笛卡兒沉思》的第三十節說：「先驗自我只與意向的諸對象有關。然而對於這個自

我來說，那些存在的對象也必然屬於意向的對象性。而且，對於這個與世界相關的自我來說，不

僅那些在它的可加以恰當證實的內在時間範圍中的對象…它們作為被證明了的存在的世界客

體，其發展過程是和諧一致的—都屬於意向的對象性。所以這就是自我的本質本己性，是永遠向

前發展的體系。」譯文參考於頁 101，《笛卡兒沉思與巴黎演講》，胡塞爾著，張憲譯，北京：人

民出版社。Edmund Husserl, Cartesian Meditations: An Introduction to Phenomenology, trans. Dorion 
Cairns,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60, p.65. 
6 Jeremy H. Smith, “Michel Henry’s Phenomenology of Aesthetic Experience and Husserlian 
Intentional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Studies, Vol.14, p.193. 
7 Ibid. p.42. 
8 Ibid. p.41. 
9 “That which permits something to be in itself manifesting, is what we call a foundation.” Ibid. p.40. 
10 Ibid. p.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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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以及使用不一樣現象學描述方式。例如：看者在注視抽象繪畫上某色彩一段

時間後，除了感受到表面色彩所帶來的現象經驗之外，還對色彩進行更本質上的

把握；而藝術家在大自然取得靈感的過程裡，他已經以另類的觀看方式，觀察大

自然裡不同事物。在繪畫活動之中，看者與藝術家到底以什麼方式進行觀看？昂

希在《觀看不可見者：論康丁斯基》（Voir l'invisible. Sur Kandinsky）一書嘗試挑

戰過去的想法，以一種徹底主體性的方式描述觀看繪畫活動，以內在的顯現模式

揭露繪畫現象的本質。 
昂希所研究的繪畫題材是一名廿世紀初的抽象繪畫畫家—康丁斯基

（Wassily Kandinsky, 1866-1944），康丁斯基作為抽象繪畫與其理論的創始人，他

的風格正要透過運用抽象方式挑戰繪畫的可見性，讓繪畫的不可見直接地顯現。

康丁斯基的抽象繪畫構成與理論說明看者或藝術家與繪畫的關係並非一種外在

與可見關係，即繪畫的內容與看者之間，並不以模仿與再現世界作為媒介，而是

直接尋找一套與自身生命一致的繪畫表達方式，以展現出自身所觀看，可以貼合

於內在生命的感受。繪畫「觀看」的行動無非就是讓不可見彰顯與臨降到自我生

命裡。 
昂希為什麼採取使用繪畫現象，甚至以康丁斯基的抽象繪畫理論作為一種介

入，而不是其他藝術媒介？而為什麼繪畫的存有必須以內在的顯現模式揭露？一

般而言，繪畫活動完全建立在觀看的基礎上，以觀看作為對應的感官活動，繪畫

沒有任何一部分不是建立視覺之上。基於視覺的習性，我們都會以再現方式進行

觀看，使繪畫內容與外在世界息息相關，進而解讀出繪畫是由可見的圖像所構

成，看者的觀看都是可見所給予。正是如此，繪畫活動更有可能忽略不可見者顯

現的現象活動，或者使不可見者的顯現建立可見者上，意即繪畫的不可見有可能

被可見混合所取代。以上的觀看結果正是昂希所拒絕的，他認為藝術表達必須直

接建立在不可見者身上，同時把可見的觀看還原給不可見者，而不是建立在一般

可見者的存有活動。 
若繪畫現象要建立在不可見者身上，並且如同昂希所言，以徹底主體性進路

描述繪畫觀看的給予模式，返回內在生命表現，使繪畫成為真切的感受表達與觀

看活動，那麼我們必須改變現象學的研究目標，不再把知覺視為一種知識，將知

覺現象視為一門知識理論的現象學。現象顯現的原理並非對應著一種真理的確定

性，而是為了顯現出事物本身所具有的多重面貌，亦即尋找一種顯現的模式，能

夠顯現出事物從來沒有顯現的部分。此種現象學的顯現立場改變了過去現象學之

著眼於可見現象顯現的局限，而轉向探究到不可見現象的顯現，而且此不可見的

顯現並非僅是座落於事物在可預期的意向性，而是超越事物被意向的不可見黑夜

中。在繪畫的各種圖像上，如果圖像並非作為可見事物，指向著可見世界的存有

的話；或者它們是作為一種拆解可見世界的圖像，以重建顯現不可見圖像的原理

的話，則繪畫現象必須超越可見圖像的表面限制，以尋找圖像的內在本質與力

量，並且一致於看者的內在生命。 
因此，昂希為了論述繪畫經驗的不可見，首先說明看者與繪畫之間並非以表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4 
 

象或可見對象方式進行體驗。同時，他需要顛覆以可見方式描述繪畫活動，看者

與繪畫之間並不建立在可見的基礎上。看者觀看繪畫時希望同時看到不可見者，

意謂著他並不以外在方式知覺事物，知覺活動本身並不建立在可見的基礎。另

外，繪畫也是以不可見方式被觀看，過去哲學觀點認為繪畫的存有意義同時具有

可見性與不可見的混合部分所組成，繪畫的不可見，是由具體可見事物所構成；

看者在觀看時確定自己所知覺的為可見事物，而不可見的意義則是從可見事物給

予，此方式並不充分說明繪畫現象的內在本質。 
根據以上說明，已經說明昂希認為繪畫現象學需要建立在不可見顯現模式的

立場。而以下的部分嘗試以現象學理論角度出發，探究「觀看可見」與「觀看不

可見」的差異。 
首先，就以《觀看不可見》一書標題而言，「觀看」與「不可見」看似是一

組悖論的語詞，因為「觀看」 是一種知覺的經驗活動，「觀看」所相對應的是「可

見」，而不是「不可見」。但為什麼昂希卻認為「觀看」的行動是觀看不可見，並

非可見？昂希的立場正代表著現象學運動所隱藏著的分歧。「觀看可見」的主張

認為所謂的觀看，看者在可見的現象世界裡同時作為能感與被感的存有狀態之

下，看者不可見的顯現才可能，即是不可見者建立在可見世界活動裡。反之，「觀

看不可見」的主張正是透過批判可見的知覺運動，認為真實純粹觀看活動經過現

象懸擱工作後，不可能還原出一組「觀看」與「可見」對象的基本存有結構。在

實際懸擱的活動中，如果主張現象學還原是以「純粹觀看自身」作為目標，則任

何具有可見對象在懸擱下都會被還原為純粹的基本材料。這正是昂希在《實質現

象學》（Phénoménologie matérielle）對胡塞爾《純粹現象學導論：卷一》（Ideas: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Pure Phenomenology）的現象學方法進行批判的基本步

驟，說明意向性的能思（noesis）和所思（noema）兩者並非一種邏輯一致性的

概念組合。昂希到底如何以胡塞爾的現象還原作為始點，尋找一種純粹觀看繪畫

的可能性？而同時我們怎樣可以懸擱自身的可見而進行純粹觀看？ 
第二，昂希在《觀看不可見》中說明康丁斯基的操作方式如同胡塞爾的本質

分析（l'analyse eidétique）一樣，他從藝術本質中規定出一些外在本質，從而以

純粹方式知覺藝術，透過排除對象性的表象以揭開繪畫的本質。11對看者而言，

此觀看方式是一種可行的方法，因為抽象繪畫的構成裡，以「抽象元素」作為構

成的本質，同時我們可以以本質還原的方式觀看出抽象元素的存在，藉由減低對

外在表象的依賴。昂希如何將抽象繪畫的抽象元素直接還原，給予到看者的觀看

本身？看者如何透過觀看抽象元素，從一些線條和色彩的構成中，感受抽象元素

的不可見？  
 

貳、章節安排 
於導論開首將以康丁斯基的抽象畫理論作為始點，透過其他哲學家曾經對康

丁斯基的解讀，間接地為昂希對康丁斯基的解讀埋下伏筆，從而展現他們對抽象

                                                       
11 VI, p. 73 ; p.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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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畫研究進路的反差效果。 
第一章則進入《觀看不可見》一書的討論，本章將會展現昂希如何以現象學

方式解讀康丁斯基的抽象繪畫，以此本章將會以三方面進行探究。第一節「抽象

繪畫理論重新解讀繪畫現象」，此小節將說明抽象繪畫對於看者而言，到底看者

如何介入繪畫現象本身。以及抽象繪畫作為一種藝術現象，它會如何回饋於看

者，從而使看者獲得抽象繪畫的意義。第二節標題為「抽象繪畫元素與圖像性」，

本節將會說明抽象繪畫的構成，抽象元素與圖像性的構成如何異於一般具象繪

畫。第三小節標題為「抽象繪畫與宇宙—對形上學的抽象表現」，此節將會以抽

象元素與圖像性作為基礎，試圖說明如何從抽象繪畫的兩種基本構成作為媒介跳

躍出形上學的意義。 
    然後在第二章會就抽象繪畫現象進行現象學的分析，抽象繪畫現象會引發我

們更進一步整體地探究繪畫現象的觀看到底如何被給予，亦即抽象繪畫的觀看不

可見到底背後是怎樣的一種主體性理論。首先，會在第二章論述集中探討昂希於

解讀笛卡兒的「我思」哲學過程中，以「我思」的徹底內在方式解讀思維現象的

本質為一種自行給予的顯現活動，以反對過去以反思哲學為主的哲學立場，而其

中爭論的關鍵點在於「我思」的自我明證性是如何被給予。知覺的觀看如何作為

一種證明「我思」存有的最終給予，到底怎樣的觀看方式於給予「我思」的本質

同時，而又能夠確保著「我思」的純粹內在？而第二章的另一部分則以昂希如何

在解讀「我思」作為思維物的實體過程中，以此作為生命現象顯現的基本原理，

思維物的實體將思維內容的顯現方式區分為「實體性」與「實質性」兩部分，以

此表達出思維物是以直接的方式給予思維現象的顯現。 
    在第三章將會以探討「實質」為核心主題，首先會論述為何昂希必須從胡塞

爾的「質料」理論轉移到「實質」現象學的討論。繼而會以實質的角度論述抽象

繪畫圖像的構成是有關於感觸肉身的作用，感觸肉身的不可見如何有助於我們描

述抽象繪畫現象。甚至實質作為一種感性世界的基本元素，將抽象繪畫現象的顯

現不僅發生於繪畫內部本身，而是連繫於其他藝術活動，以抽象繪畫現象理論打

破不同藝術活動的固有界限，從而展現出多樣的藝術綜合活動。 
     
第二節    基本說明：抽象藝術概念流變與康丁斯基的抽象藝術理論  

本節將集中就抽象繪畫的議題作出多方面的探究，包括「抽象概念」與「抽

象藝術」的基本定義。其次，為抽象繪畫的現象問題作出藝術史的回顧工作，抽

象概念作為一種藝術風格經歷時間的蘊釀，最後成為藝術的主流，此藝術運動的

變革，並非僅是康丁斯基一人開始與完成。最後，會對康丁斯基的藝術理論進行

介紹。 
 

壹、抽象概念與抽象藝術的基本定義 
首先說明「抽象」在哲學與藝術上的意涵，根據《美學辭典》（Vocabulaire 

d'esthétique）一書，在哲學意義上區分為「抽象作用」與「抽象」的界定：「『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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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作用』（abstraction）是一種精神的行動，以特定專注於某方面而忽略其他的方

式，考察概念與表象以區分出一種元素；但此專注並不是帶出現實的部分，而是

一種理智的行動於複雜的現實隔離出現實從來不會給予的特質；同樣地，我們必

須區分於思考矩型形式的觀念，使我們在現實對象內，從來不會只描述出矩型、

沒有色彩、沒有大小、沒有材料與在空間裡沒有場域等。我們稱之為對事物的抽

象同時，也因此獲得事物。而至於『抽象』（abstrait）則是我們對表象的考察以

區分出由表象所給予所有概念的性質與關係；即是說，抽象性是從複多與獨特的

體驗（vécu）與特定集合裡抽出思想。」12從以上哲學的定義裡，抽象概念於思

想運作中要與觀念的工作作出區別，抽象作用的工作並不是將思想本身離開現實

的層面，抽出形式成為純粹觀念層，而是於思想內部表現出從來沒有被展現的特

質，因此抽象作用具有一種生產作用，試圖展現出思想從來沒有被展現的部分。 
關於「抽象」於藝術上定義，亦即在探討什麼是抽象藝術，在文中作者給出

一個初步的抽象藝術概念，他說：「在構作作品時，抽象藝術是獨立在真實元素

的確定思想，而各對象的知覺從來無法給予這些元素思想。事實上根據這意義，

很多的藝術家都視自身為抽象藝術。但我們並不會同樣地使用該意義到所有的區

域。我們特別在講抽象藝術，是適用於造型藝術：繪畫、雕塑、素描、雕刻、攝

影、電影與裝置藝術。事實上，我們比較著重於將抽象藝術與繪畫、雕塑與攝影

連上關係，因為在這些藝術裡，當長時間地觀看形象作品時，一種與平常不一樣

的反差就會越來越大。這就是他們的關鍵之處，必須加以研究它們。」13他認為

於抽象的造型藝術裡，選擇於現實的知覺所分離或置入各種多樣的元素秩序，包

括色彩、線條與體積等。在此意義上，所有感性元素（éléments sensoriels）於抽

象藝術的運用可以牽連與獨立於知覺作為提供感性元素的養份。如果就抽象藝術

對心靈狀態所引發的效果，抽象藝術的元素不再是一種被感知的（perceptif），而

是感受的、情感的（affectif）。藝術家透過屬於自己的藝術手段來尋找啟發或者

重新創造此感受的抽象。但是我們必須同時將感受的抽象與外在事物的面向加以

區分，例如藝術家使沙灘的著色與圖像所引發的感受狀態，於物質上沒有相似於

由對象所產生的情感與感受。14 
另外，作者認為抽象藝術可以作為一種「非具象」的「再現」藝術，所有抽

象藝術的形式當然是再現於某事物、觀念、本質、感受與形式等，它們重新恢復

再現藝術。但它們並不是再現現實世界的對象，使對象於知覺中呈現於我們。因

此該再現是一種非具象的藝術(具象藝術模仿各種對象，而知覺於具體實際經驗

裡將對象給予我們)，於最嚴格的意義上，抽象藝術是一種非具象的再現藝術。15 
因此該字典的作者面對藝術定義中「具象與非具象」以及「再現與非再現」

的區分下，他將抽象藝術分為兩個階層：第一階層為「非再現的藝術」（art non 
représentatif），在此階層的定義中，藝術作品是具有內在本質的結構，而不是將

                                                       
12 Étienne Souriau et Anne Souriau, Vocabulaire d'esthétique, PUF, 2010, p. 8. 
13 Ibid. 
14 Ibid., p. 9. 
15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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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覺結構保留作為再現某物之用。而於第二階層為「再現藝術」，在此階層裡，

他分出兩個定義分類，第一，藝術展現出「知覺」、「感受」與「理智」的各元素，

而獨立於它們的原初對象，並從中獨立區分出來。他認為此定義是作為抽象藝術

最適合的說法，並與第一階層的定義分類為「非具象藝術」，但「非具象的藝術」

並非一個定義抽象藝術的恰當說法。而第二階層的「再現藝術」第二分類則是一

般的具象藝術，藝術再現出物質對象，並將它們展現於具體的知覺之中。 
根據以上作者對抽象藝術分為兩個階層，當然，抽象藝術僅視為一種「非具

象的藝術」，會將抽象藝術的定義變成過於寬鬆而沒有著手探究抽象藝術本身，

而只以非具象的意義來定義它，此定義的確是一個不恰當的定義說法。不過，如

果將抽象藝術分類為一種再現的藝術(即第二階層中第一說法)，並且以此作為恢

復再現藝術本身的話，則對於康丁斯基的抽象繪畫理論而言，並非一種恰當的說

法，因為抽象繪畫所追求是一種絕對抽象的表現方式，他就是拒絕再度進入「再

現」表達手法的迷宮中，而創立一種直接表達的絕對方式，直接表現出內在的本

質。 
 

貳、抽象繪畫在藝術史與美學上位置 
在經由以上的基本定義之後，「抽象作用」（Abstraction）並非一個專屬於藝

術領域的專有概念，或者甚至並非只流行於抽象藝術的時期。我們可以運用「抽

象概念」作為對藝術史解讀的概念指標，說明抽象概念早已發生於藝術風格的運

用上，並發展到「抽象藝術」成為一個獨立藝術時期。此過渡與發展演變背後隱

藏著抽象風格被藝術家以不同方式被理解與運用，亦同時透過畫家主體的操作抽

象語言，使美學的風格轉到不同的面向。 
從藝術史來看「抽象概念」的藝術風格出現，我們可以依順著某特定的藝術

事件作為分水嶺看到藝術風格變遷，從而方便嘗試為「抽象藝術」的「抽象」起

源作追溯的工作。在十九世紀末期前衛藝術的象徵派與印象派的畫作告別了新古

典時期與現實主義，繪畫存有的意義不是以再現對象作為手段，獲得真實的意

義，反而是完全把握在畫家的主體直覺能力，畫家尋找繪畫的真實性從對象的絕

對真實的目標，轉為畫家對對象的主觀表現，但此主觀表現方式尚未以直接方式

呈現，而是透過創造「形式的自主」（the autonomy of form），例如象徵派使用語

言符號系統手段，達到批判客觀性知覺價值的效果，包括莫羅（Gustave Moreau）
和丹尼斯（Maurice Denis）。16 

象徵派（Symbolism）與印象派（Impressionism）的風格都直接影響抽象藝

術的形成。象徵派的特色在於與文學語言的意象運用展現在繪畫事物上，事物的

表現由畫家透過閱讀詩歌語言的意象想像所轉換而成，語言的意象被畫家再次表

徵在繪畫裡，繪畫的能指與所指的符碼關係被畫家主觀想像能力構成繪畫的內部

                                                       
16 Art in theory 1990 to 1990: An Anthology of Changing Ideas, ed. Charles Harrison and Paul Wood, 
Blackwell, 1992, p.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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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並非繪畫之外的摹本世界。17符號語言的意義不受於一篇詩歌與小說的文

體形式所限制，而可以與不同的文體形式進行交流，每一次的交流都轉換原本符

號，超越符號語言本身，進入更廣大的脈絡。從語言成為意象，再從畫家表達成

為可塑的繪畫平面，不只停留於一個知覺的意向行為關係，而是語言感知與視覺

知覺的聯覺關係。此後，聯覺的創作靈感被抽象藝術大量使用，而康丁斯基的藝

術理論亦同時討論了音樂與繪畫的問題。而在現象學議題中，從知覺活動的交感

到不可見的給予，更是昂希要為「觀看不可見」的現象尋找合理的根據。 
而印象派對抽象藝術與康丁斯基的抽象繪畫影響甚大，其中莫內（Claude 

Monet）與塞尚（Paul Cézanne）最為顯明，在康丁斯基的文章經常提及兩人對他

的理論啟發。印象派的抽象表達於色彩運用，以及成功透過色彩的運用重新賦予

繪畫中事物的存在，從而切合於瞬間印象的知覺表象同時，達到看者觀看的內在

和諧。印象派抓著那種純粹的印象的感覺邏輯，放棄使用僵硬的線條與通俗的顏

色，但沒有放棄事物的感覺面貌。印象派知道美感的呈現與深度在於人類擺脫客

觀對象存在的限制，進行自由純粹知覺的表達。 
 

參、康丁斯基的藝術理論 
以上透過回顧藝術史的抽象概念歷史發展，為康丁斯基的抽象繪畫藝術奠基

了抽象概念來源的基礎。在 1911 年出版《藝術中的精神》之後，抽象藝術觀點

與理論到達康丁斯基的時代之際，抽象藝術的觀點終於成為一門具有獨立的視野

的理論，康丁斯基發展出一種藝術形式，把再現已知景象的觀念徹底淘汰。18抽

象藝術在沒有放棄作品的內容下，透過把握不同藝術純粹元素到達了人類的靈

魂，而且只有藝術停止以形象表現模擬風格的世界，才能以整體方式表現事物的

真實。19為什麼藝術在要求純粹與抽象的條件下，會達到人類的靈魂與事物的真

實，而一般藝術風格則無法？這問題對於康丁斯基與昂希而言有各自的見解，前

者以從抽象繪畫與其理論實踐獲得驗證，而後者則在現象經驗的顯現中透露出生

命的本質。 
當康丁斯基還活著的時候，眾人還活在一個後期印象主義、立體派與野獸派

的藝術視覺時代，他的理論與繪畫完全是被誤解或者無法理解。康丁斯基的繪畫

被認為是圖像裡不同符號被置放在空間內，各個內容和各種色彩的填入與幾何學

的純粹理性的作品不斷在同一個系統中進行，甚至當時代的評論家直接評論這只

是裝置藝術，而幾何學圖形的拼湊更只適用於一般實用用途，例如目錄海報與廣

告印刷品創作上。康丁斯基《藝術中的精神》的後半部「形式與色彩的語言」與

                                                       
17 Ibid., p. 50. Maurice Denis (1870-1943): “Art is no longer a purely visual sensation that we record, a 
photograph of nature, as sophisticated as possible. On the contrary, it is a creation of our spirit which 
nature provokes. Instead of 'working from vision, we search for the mysterious centre of thought', as 
Gauguin said. The imagination becomes once again, as in Baudelaire, the queen of the faculties. Thus, 
we liberate our sensibility. Art, rather than a copy, becomes the subjective transformation of nature.” 
18 尼可拉斯．法克斯．韋伯（Nicholas Fox Weber）：《包浩斯人：現代主義六大師傳奇，葛羅培、

克利、康丁斯基、約瑟夫．亞伯斯、安妮．亞伯斯、密斯凡德羅的真實故事》，頁 252。 
19 Philippe Sers, Comprendre Kandinsky, Suisse, Infolio, 2009, p.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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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線、面》二書對圖形元素大量的分析成為了從事建築和平面設計參考靈感

來源，但這意謂著康丁斯基的分析是依循著某種感覺邏輯規則，此邏輯貫穿著他

的理論與繪畫創作—「內在必然性」原理（principe de la nécessité intérieure），此

原理是一道入口讓藝術元素與人類地心靈可以得到有效的接觸。20，他同時說：

「色彩是琴鍵、心則是鍵錘。靈魂就是鋼琴裡不同的弦線。藝術家就是一雙手，

合適地運用不同琴鍵，使人類的靈魂掌握不同的節奏。」21他認為在繪畫中表現

的一切內容都可以具有兩種作用，即內外之分，而繪畫作品的真正內涵，並不在

於外部的物質形式上，而在於其內在的張力，而外部物質形式只指稱著繪畫以具

象內容或表象再現作為藝術元素。為何康丁斯基會徹底放棄對外在具體對象的再

現風格而走入一種內在表現的純粹藝術？ 
首先，康丁斯基的回應一方面保衛藝術為人類精神運動的指標出發，他站在

人文主義的角度說明藝術屬於精神生活，也是精神重要的載體。物質的渲染導致

藝術漸漸走向只對「如何表現」手段進行研究，用什麼方式去複製客觀物象，當

技巧技法成為藝術原則問題時，藝術精神已經滅亡。22為此他希望可以尋找一種

藝術形式是與藝術精神表現一致的，意即藝術的物質外在元素是建立在藝術的內

在情感精神基礎上，而並不反對精神性的物質表現，他說：「內在要素主導外在

元素，就像我們的意念決定我們言行一樣，其內外關係不應顛倒。藝術形式由內

在力量所決定，這是唯一不變的藝術法則。」23我們可以用絕對精神說明藝術與

藝術之外之間關係，藝術家在拮取創作素材時，所運用的物質必須轉化為精神的

表現，而且這種轉化是徹底以主體的感受形式作主導，凡是主體感受形式被物質

外在意義所干擾的都被刪除在外。 
另外一方面，康丁斯基則指出過去的繪畫風格無法彰顯出藝術精神，是在創

作上考量如何給出與摹本對象一致性的模仿對象，而忽略畫者主體感受與精神的

展現，只懂得模仿而忽略內在元素的繪畫，過度模仿摹本對象，失去畫家原來創

作的原初精神與情感。而康丁斯基藝術創造完全從主體一端出發，畫家作為主體

對繪畫的內容設定有絕對的展示力量，而且只有畫家從內在需求的精神下指導之

下，繪畫的一切元素才具有內在和諧的效應。這就是康丁斯基完全放棄在繪畫上

再現對象與形象的理由。他發現在繪畫與外在世界的對象之間，是無法進行一致

性的模仿，萬一以再現方式執行於在繪畫上，繪畫內的色彩與線條將會被扭曲，

繪畫裡的共振和諧感都會被瓦解。簡單而言，色彩呈現在畫面上並非僅是為了模

擬事物的表象，而是它具有一種內在共振，於作品內容中以合適的方式展現和諧

感受，而獨立於整個形象。24  
以上的部分可能會忽略一個問題，就是康丁斯基強調了內在元素主導外在元

素，畫家具有內在力量把所有物質轉化為精神的表現，但畫家具有內在力量的根

                                                       
20 CW, p. 160. 
21 Ibid. 
22 CW, p. 137. 
23 Ibid. p. 350. 
24 Comprendre Kandinsky, op. cit., p.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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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性又是什麼？難道在畫家的眼中，外在對象只是一組惰性物質嗎？畫家與自然

的關係又是如何，康丁斯基如何對待自然？難道自然沒有在創作過程中給他源源

不絕的靈感嗎？ 
康丁斯基認為繪畫的圖像內容是內在必然，以克服外在對象的再現，人類精

神與靈魂多於自然對象，但「克服」與「多於」並不意謂人類精神已經戰勝自然

外在，而是此內外之間是一種不斷辯證的關係，而不是精神絕對優先於自然。康

丁斯基在觀察事物從而取得題材的過程中，體會到自然自身傾向於內在運動發展

的目的，抽象的技法並不是在自然的表面上抽取（extracted）。他說：「從植物的

外表林林總總千差萬別，讓人難以看出它們之間有什麼內在關聯。但是，如果追

根溯源，深入瞭解它們共同的內在必然性，這些表面看起來混亂不堪的現象，其

實又有共同的生長根源。」25在《點、線、面》成書內容正是他觀察自然事物之

下歸納出的藝術法則，自然法則與藝術內在法則是一致性的，例如自然界裡的線

條，康丁斯基從老鼠的韌帶組織發現線狀結構可以是自由而結構鬆散，而植物線

狀結構則是清晰，這種結構都有某種幾何特性，只是不同表達方式，而在抽象繪

畫裡亦看到此種表達方式。在觀察自然細節之後，達至兩者之間一致性的內在和

諧，並沒有透過物與物之間的再現所完成，事物的再現並非對事物真實的探討，

事物表面再現只是自然領域中的外在部分，而不是自然的內在精神的表現。他

說：「任何自然而生的差異，都不會只停留於表面，而是應該體現出內在深度，

體現出事物的內在生命。」26因此他強調只以事物的外在表面取得的藝術精神，

或者藝術表面技巧手法以表現事物的內在生命是無法取得繪畫與自然之間的一

致性。27 
康丁斯基在表達繪畫內在和諧之際同時強調自然重要性 28，並取得兩者一致

性的目的，其「內在必然性」的概念與繪畫的抽象元素，並非純粹的憑空想像，

任何一種抽象元素除了要在畫中得到內在和諧，而且於繪畫內的各種元素的協調

需要獲得看者的內在感受認同，從而使藝術情感與精神可以從非物質一端傳達到

物質上(在藝術家方面上)，以及從物質的精神表現到達非物質部分(在看者方面) 
的傳遞圖式。29 

                                                       
25 CW, p. 563. 
26 Ibid. 
27 康丁斯基說：「有人認為，『物象』藝術對自然外表的模仿，亦能有助於認識其內在目的；然

而，這種看法不值一提，因為將一個領域內在部分與另外一個領域外在部分結合，其實是根本不

可能。」Ibid. p.626. 
28 康丁斯基精於觀看自然的內在本質，不應該解讀為極端反對外在的畫家，他所反對的是畫家

技法的外在性與再現風格。但他對自然存有本身並沒有任何敵意的立場，而康丁斯基更是追求 

個人生命與自然合一的存有觀點，在他的理論寫作更多是學習塞尚觀看事物的道理，例如，在塞

尚在繪畫質問自然與感受之間的和諧感覺，而放棄了追求逼真的準確一致性。塞尚沒有因為追求

繪畫的色彩與線條與大自然的和諧感受，而付出放棄真實的代價，縱使曾被他的好友 Émile 

Bénard 提醒過經典的畫家對繪畫的輪廓、構圖和光線的分佈都有所要求規定，但他回應說：「他

們是創造圖畫；而我們是探討自然。」探討自然並不是複製自然或者取代自然，而是取得與自然

與繪畫內在一致性。 
29 Kandinsky: Complete Writings On Art, op. cit., p. 349. (emotion – feelings – the work of art – 
feelings – e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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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丁斯基的抽象元素理論仍然留下一個開放的討論空間。傳遞圖式得以完

成，意即畫家透過藝術作品與看者進行意義或感受的交流，而繪畫內的抽象元素

與圖像性正是促成此交流得以可能。在《藝術中的精神》下半部分中，抽象元素

的表達使我們在經驗上達到一種心理反應的操作，抽象元素所引發的心理情反應

是一種符號關係。例如，他說：「色彩的心理效應，色彩能引發相應的精神感應……
形式，即便是抽象化、幾何化的形式，亦會有其內在的精神力量，例如一個三角

形，無論是銳角還是鈍角，無是等邊還是不等邊，都可以是一個有其獨特精神氣

韻的實體。」色彩可以對應到某種感受或者形式帶到某種心理感受的反應，兩者

同時成為符號指引對應關係，此對應關係是否還是停留某種再現關係，僅是把再

現關係套用到抽象元素？對於畫者而言，懂得運用抽象元素達到內在和諧就是對

抽象繪畫的精神的充分表達？在《點、線、面》一書中，康丁斯基一直強調自然

與抽象繪畫的構成關係，到底自然的內在會如何運用到抽象繪畫的意象？而抽象

繪畫所帶來的意象僅存在或者發生於抽象繪畫的內部？試圖透過以上提問，能夠

在本論文的下半部分(第二、三章) 以現象學理論進一步討論，從而為康丁斯基

的抽象藝術理論提出不同詮釋的可能。 
 

第三節    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詮釋康丁斯基的不同進路 
此節將回顧如何以哲學角度詮釋康丁斯基的抽象繪畫與藝術理論，在目前為

止，哲學家對康丁斯基的詮釋並不見多，而且相對於梅洛龐蒂與塞尚、海德格與

克利、德勒玆與培根等，以哲學方式詮釋康丁斯基通常不被注意。而以一個鮮明

的哲學立場去談論康丁斯基，見於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 1902-1968）的文

章。由於康丁斯基（1866-1944）與科耶夫是叔姪關係，他們之間早在 1929 年已

經有書信來往，在 1936 年兩人的會面來往之間，康丁斯基曾要求科耶夫可否寫

一些關於藝術的文章，特別以他的藝術為主。科耶夫答應該承諾，不過文章一直

沒有正式交給康丁斯基，直到兩人過世後以《康丁斯基的具體繪畫》（Les Peintures 
concrètes de Kandinsky）30為題於 1985 年出版。31文章篇幅不長，科耶夫以黑格

爾的藝術絕對精神角度出發，探究康丁斯基抽象繪畫與美感的關係。經由此文章

的觀點，可以反映出一種哲學角度如何詮釋康丁斯基的抽象繪畫理論，同時可以

對照出與昂希於解讀康丁斯基立場的差異。以下會摘要出文本段落的觀點，總結

科耶夫如何解讀康丁斯基。 
 

壹、科耶夫以黑格爾絕對精神解讀康丁斯基的抽象藝術 
科耶夫以《康丁斯基的具體繪畫》為題，「具體」（concrète）一詞的使用是

採用於 1938 年康丁斯基以「抽象抑或具體」（Abstract or Concrete）32為題所撰寫

                                                       
30 Alexandre Kojève, Les peintures concrètes de Kandinsky, Revue de Métaphysique et de Morale, 90e 
Année, No. 2, Esthétique (Avril-Juin 1985), PUF. 
31 Lisa Florman, Concerning the Spiritual—and the Concrete—in Kandinsky’s Art,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2. 
32 CW, p. 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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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章，用意是試圖突破抽象藝術目前的限制，他認為「抽象形式」一旦成為固

定理論的宣稱，會成為一種僵硬表達手段，抽象藝術亦即宣告結束。因此面對發

展的困局，則需要尋找無限的表達可能，畫家更應該跳出受到思想的監督，嘗試

在創作中隨意按照自身「內在指令」（inner dictates）的感受與直覺，重新注入表

達的可能性，在這樣之下「藝術世界」（the world of art）才能與「自然的世界」

（the world of nature）合而為一 33。因此，繪畫風格超越了表現抽象的個人精神，

而進一步將抽象繪畫放到達一個更整體的藝術意象。每一個藝術作品被創造後，

表現了宇宙世界意象，抽象繪畫作品就是宇宙本身，而並非宇宙的部分而已，而

宇宙意象本身則打破了抽象繪畫的界線與現實知覺的有限性，為看者感受到一種

形上學的超越。因此抽象藝術才能更進一步給予看者「真實」或者「具體」的意

象感受。對於科耶夫而言，康丁斯基後期發展的觀點印證著黑格爾詮釋藝術作品

作為絕對精神的表現之一，抽象繪畫的「自主性」（autonomous）獨立於創作者

的主體性。他說：「如果有人不認識康丁斯基本人的話，沒有繪畫的他，他什麼

都不是，繪畫是所有的全部，它們是沒有康丁斯基。」34抽象繪畫的進展從主體

內在的出發到達最後獨立於主體成為客觀絕對的步伐印證著精神發展的道路，同

時體證著黑格爾哲學的精神。 
 

貳、以「美」的在己與為己存有狀態解讀抽象藝術的「內在必然性」 
在文章的開端，科耶夫界定藝術為一個獨特的精神地位，區分了藝術的美與

非藝術的美。在現實自然界的樹與「美」是分離的，科耶夫把自然物與美分成兩

個獨立部分，而且把美視為一種附加在自然物的基礎上。35現實的樹具有不同生

物特徵，但沒有一項性質稱為美。美的體現（incarnation）與領會是後續加諸於

這棵現實的樹之上。因此，在自然界的「美」，經驗上只是一個語句判斷的形容

詞 「它是一棵美的樹」（ il est un arbre beau）。反而，藝術的美雖然體現在一棵樹，

不過只存在於藝術活動範圍或者藝術作品之內，樹的現實意義沒有先於純粹美的

領會，藝術美的邏輯並不是認為為樹是一種現實的植物，然後再將美感加諸於

樹，反而是「美感使它成為一棵樹」« il est le Beau en tant qu’arbre. »，甚至對美

的體現僅發生於繪畫內的純粹元素，而非繪畫內的具象內容。因此自然現實的樹

與在繪畫的樹對於美感呈現放在不同位置，前者是存有物的美 36；而後者是美本

身的存有（l’être du Beau）37。經由對自然美與藝術美的區別之後，藝術將美感

                                                       
33 Ibid., ‘Thus, a new “world of art” is placed next to the “world of nature” …, a world that is just as 
real, a concrete one. Personally, then I prefer to term so-called “abstract” art concrete art.” 此說法類

似於中國藝術的山水畫所追求的「天人合而為一」的境界。 
34 Alexandre Kojève, Les peintures concrètes de Kandinsky, Revue de Métaphysique et de Morale, 90e 
Année, No. 2, Esthétique （Avril-Juin 1985), PUF, p. 166. 
35 科耶夫指出現實的樹必須「首先」（d’abord)是一棵樹，「然後」（ensuite)、「再者」（en plus)或
「同時」（aussi)現實的樹才是美，樹的美是基於它是一棵樹。但在藝術上的一棵樹，樹並非一種

事物與植物，它沒有任何實際上的功能 
36 « le beau est une valeur simplement pour ce qu’il est. » Alexandre Kojève, Les peintures concrètes 
de Kandinsky, op. cit., p. 152. 
37 « Et tout ce qui a une valeur uniquement en raison du simple fait de son être, est beau, est le B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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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為在己與為己的存有狀態。美不是從現實自然對象所抽取而來，而且不是把美

附加於現實自然對象而體現。美就是在繪畫內如此的「是」本身，甚至超脫於與

畫者之間從屬關係，美感的存在於繪畫裡如此的維持自身。 
顯然，科耶夫試圖以「美」作為在己與為己繪畫存有狀態，解讀出與康丁斯

基對抽象繪畫所追求的「內在必然性」具有一致性立場。但康丁斯基對抽象繪畫

的處理立場並非以「美」的在己與為己狀態與否定自然的態度處理繪畫存有本

身，理由如下： 
一、康丁斯基在理論上的探討「美」並沒有積極的意義，因為過於如何配置

「美」在藝術作品的可能，以「美」作為藝術作品的目的有可能沉迷美的理念，

成為唯美主義者或自然主義者。若繪畫追求美，則仍然處於啟蒙階段。因為美作

為為己與在己的存有狀態，意謂著與繪畫內一切內容與現實無關。但對康丁斯基

而言，以什麼方式感受與表達繪畫內容才是關鍵要處。 
二、科耶夫認為藝術作品以「美」維持於在己與為己的狀態的藝術作品，此

命題首要地排除自然美與藝術美具有任何關係，即代表著藝術發展中自然沒有任

何參考的價值。但康丁斯基認為自然是一個藝術資源的寶庫，他稱之為「自然獨

立王國」（the independent realm of nature）38，意謂著自然給予內在精神的作用，

並非提供模仿的可能性，而是提供與藝術構成法則相呼應的可能性。39此相應性

代表著內在性精神與自然王國並不像科耶夫如此決然二分，而是具有一個共同的

存有論基礎。 
 
參、抽象繪畫以「美」在己與為己的存有狀態超越於具有主觀抽象形式的限制 

科耶夫論述以「美」作為在己與為己的存有狀態，以獨立自存的概念實現在

繪畫存有之內，最後繪畫構成的色彩與線條形式會離開看者的「內在必然性」，

即繪畫的抽象元素會逐漸脫離看者的視線。抽象繪畫的存有狀態離開了與看者的

主客對立關係，在己、屬己與為己地（en-par-et-pour-soi）成為宇宙本身，同時

成為一幅整體與絕對的繪畫。因此，抽象繪畫的存有結構會從「抽象」（abstraite）
與「主觀」（subjective）進展到「具體」（concrètes）與「客觀」（objectives）的

存有狀態，以下會說明科耶夫如何以此辯證的結構解釋康丁斯基的抽象繪畫理

論。 
 

一、從「抽象」過渡到「具體」的抽象藝術表達 
(一)「抽象」只作為「抽取」的動作，從外在現實對象表象給予繪畫內的抽象元

素 
科耶夫對「抽象」與「主觀」兩詞的解釋放在再現性繪畫的構成進行說明 40，

                                                                                                                                                           
qui est, l’incarnation du Beau. » Alexandre Kojève, Les peintures concrètes de Kandinsky, op. cit., p. 
152. 
38 CW, p. 625. 
39 Ibid. 
40 Alexandre Kojève, Les peintures concrètes de Kandinsky, op. cit., p.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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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詞的說明比較傾向一種主體認知機能的功用，把繪畫的「抽象」解作畫者「抽

取」（extrait）41的動作；而「主觀」則是畫者總是某種「個別的態度」去處理美

與繪畫對象 42。科耶夫視「美」概念如何可以以獨立自存被構成作為目標判斷繪

畫的真實存有狀態，「美」只能在繪畫內被完成，「美」直接等同於繪畫，在繪畫

內沒有任何剩餘的內容是不「美」，意即任何借用於繪畫以外的繪畫構成手法都

會有損「美」獨立自存性，而「抽象」或者「抽取」的手法就是其一。科耶夫認

為以「抽取」方式去表達繪畫樹的美，其根源來自於現實樹的美，使現實樹的美

早已先於繪畫內所實現的「美」而存在，而繪畫內的「美」只是對現實樹的自然

美進行再現。如果繪畫的美是以再現現實的美而成立，則前者比後者更不真實。

科耶夫則以生物學圖象的課本作為個例，以外在作為真實的模仿，永遠只會使繪

畫的真實性次於外在現實對象，而繪畫的真實則無法顯現，只有顛覆此存有結構

才能使繪畫真實得以存有。 
科耶夫認為繪畫真實存有的可能性必須以繪畫內的條件加以考慮，繪畫特質

條件是有限的平面。畫家該重要考慮如何在有限的平面條件下表現繪畫對象內

容，作為一個真實美的體現，無關於現實世界的對象。若表現一種關於「樹」的

繪畫美感，繪畫裡的「樹」不能以深度的抽象（abstraction de la profondeur）而

表達，即參照現實存有的樹，直接以幾個定點座標在三維空間的樹，切割成幾個

平面而放在繪畫裡，而是繪畫內的構成元素進行對樹的表現，美的存有狀態只能

以繪畫內建的條件下完成。 
 

(二)「具體」的繪畫方式只以內在方式展現抽象繪畫 
「抽象」或「抽取」的繪畫手法已經沒法滿足抽象繪畫的真實存有狀態，美

作為真實的概念（Concept），意謂著繪畫的構成元素是「具體」（concrètes）43，

而非從「現實」與「非藝術性」對象「抽取」或「抽象」而成。44此處已經看到

科耶夫把「抽象」的再現手法視為知識論的表象思維，強調繪畫存有如同知識一

樣是向外在追尋與外在真理一致性的目標。而「具體」的繪畫存有狀態嘗試把繪

畫的真實性回到繪畫內在的純粹構成，就像繪畫沒有對外在再現，繪畫自身的美

感是純粹內在（immanent）45。科耶夫使用康丁斯基常在繪畫內使用的「圓與三

角形」46作出說明，圓形與三角形並不在存在於現實與非藝術性世界，它們並不

先、外在與分離於繪畫，而是在繪畫內（dans）、被繪畫（par）或者作為繪畫（en 
tant que）所創造。最後，科耶夫把「具體」繪畫推至一個整體宇宙（univers entier）
的宣稱，一幅「具體」繪畫並非以個別的主觀性所構成，繪畫的構造完全自我完

                                                       
41 Ibid. 
42 Ibid. p. 159. 
43 對 concrète 的翻譯會採取使用「具體」用法，既包括「真實」、「實在」和「實體」的本質意

涵，而作為抽象繪畫的元素，具有「形象」的抽象意象。 
44 Alexandre Kojève, Les peintures concrètes de Kandinsky, op. cit., p. 163. 
45 Ibid. 
46 此處「圓形與三角形」並不是視為數學概念的幾何形式，由於康丁斯基的抽象元素構成基本

由點、線、面，形狀的構成應該首先由「點」生成為「線」，再「線」構成「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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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與自我充足，繪畫內容不是宇宙存有的部分（fragment）。47 
 

二、從個別「主觀」態度到整體的「客觀」存有狀態 
科耶夫論述繪畫藝術美的可能的條件之中，同時要求繪畫存有狀態須要從

「主觀」（subjective）進展到「客觀」（objective）。繪畫的存有狀態要離開畫家

或看者的主觀視線投射進行繪畫與觀看，科耶夫表示主觀地進行描繪即以個人態

度 （attitude particulière）決定繪畫的美如何被呈現，會面對兩方面的挑戰。一

是美只是主觀「部分」的表達，並不是美的「整體」；二是當美被主觀決定以「部

分」的姿態被表達之下，「美」的本質依然是畫家「加入」放進繪畫內，即從畫

家的主觀印象運作下從外部畫入繪畫裡。因此科耶夫為了確保繪畫「維持」

（maintien）的整體狀態，把繪畫存有推至一個絕對客觀的位置。他以父子的親

源關係發展作為譬喻，說明任何繪畫被誕生之際都是屬於畫家，繪畫的存有仍然

是抽象或者意義不明確。因為繪畫經驗體會的發生還依賴於畫家而完成，對於繪

畫「美」的體驗仍然不是以繪畫內在本身出發。而隨著畫家的離世，繪畫存有獨

立於畫家，留在世界上重複被觀看與詮釋，每一幅繪畫理應自身成為一個獨立的

個體而存在。 
同時，科耶夫說明畫家創作繪畫的舉動，對繪畫的存有並沒有如此重要，如

同上帝創造宇宙，宇宙萬物潛能自存成長，父母給予孩生的誕生，但孩子的成長

從潛能到實現是自我完成不依靠父母。他說：「康丁斯基的藝術是美的藝術創造，

更準確和加強而言，此創造如同所有真實的創造，都是獨立於創造者以及創造性

主體。」48 
 
肆、總結：抽象繪畫藝術作為絕對與整體的精神的象徵 

科耶夫的詮釋彰顯出繪畫存有於時間與空間上被賦予一個絕對精神的指

標。他認為抽象繪畫存有的目的為了維護著美的理念，他將繪畫的存有狀態從主

觀擴展到客觀的繪畫存有狀態，試圖將繪畫的顯現脫離主觀美感的介入，主觀的

介入只表示著繪畫對美感展現的有限時間性，繪畫絕對美感的展現著宇宙整體的

無限性。但這並不意謂著主觀的有限性並不重要，繪畫的美感作為絕對精神的歷

程同樣地經歷著從現實對象的個人經驗返回到內在精神表達，畫者對美感的把握

並非僅是一種純粹主觀性，而是被賦予著絕對精神的可能性，畫者與看者作為「主

體」的存有者，他們同時獲得繪畫內宇宙整體美感的可能。 
另外，繪畫風格的進步同時意謂美感的絕對精神提升到完美的整體，科耶夫

從「抽象」到「具體」的論述，反對「再現」的繪畫手法，甚至拒絕「抽取」的

抽象手法，目的是維護或維持「美」獨特的精神性，美感的存有是先於個別的存

有物。無論藝術於歷史的發展中發生風格的變化，皆間接地代表著藝術精神在時

間的發展中是絕對的進步，任何藝術表達都是絕對精神的標誌，必須告別過去表

                                                       
47 Alexandre Kojève, Les peintures concrètes de Kandinsky, op. cit., p. 164. 
48 Ibid., p.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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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形式，以獨特的時代精神表達自身。如同康丁斯基在《藝術中的精神》首句話

說：「藝術作品都是該時代的子女，往往也是時代情感的泉源。每個文化時期都

會產生其自身的藝術，無法重複。」 
科耶夫對康丁斯基的解讀方式遵順著黑格爾的精神哲學，雖然黑格爾在絕對

精神進展中說明了藝術於形式表現裡局限了絕對精神的無限性，藝術雖然不是精

神活動中最高的需要，但並不意謂著我們可以跳過藝術的環節。而且，藝術是絕

對精神三個環節之一，亦即精神認識自己的第一步驟，藝術作為「理念的感性顯

現」的方式（l’idée qu’il se manifeste de manière sensible）49，意謂著精神以感性

方式於自身的外在藝術作品獲得顯現。意識或精神透過藝術創作或藝術顯現重新

認識自己，他創作的意義在於自我能夠在精神表達中不斷的發展自身，是一個將

來與進步的步伐去認識自己。因此科耶夫對康丁斯基的抽象繪畫詮釋，把繪畫存

有定義為對「美」在己與為己存有狀態的論述，其後更從中論述出一個龐大既外

在與內在的絕對形上學體系。 
此詮釋明顯與昂希不同，科耶夫的繪畫的形上學體系在過去被視為一個絕對

真理的顯現，使看者與畫家對繪畫的角色都扮演著與絕對存有接觸的橋樑，故此

對繪畫存有可能之分析會實踐於既為己又在己的絕對狀態。但昂希則認為藝術不

應該背負著一種形上學絕對真理的預設，雖然在《觀看不可見》一書中，昂希透

過詮釋康丁斯基過程裡，讓抽象繪畫現象的顯現進入形上學表現的傾向，但此形

上學的傾向並非一個絕對的預設。昂希將此視為一種現象還原，現象顯現自身的

可能結果，當藝術現象透過生命的感性作為顯現的本質，該現象可以超越可見現

象的限制，進入不可見形上學的可能。  

                                                       
49 Claire Margat, Hegel Introduction aux leçons d’Esthétique, Nathan 2009, p.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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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觀看不可見—論康丁斯基》如何以生命現象學解讀繪畫現象 

 
第一節    預備說明：抽象繪畫理論重新解讀繪畫現象 

《觀看不可見》出版於 1988 年，對昂希的思想發展而言，他已經走出哲學

領域，與不同人文領域進行對話，而此書所處理是關於藝術議題，試圖使用康丁

斯基的繪畫理論，闡述出一套另類的繪畫現象學。為什麼昂希以康丁斯基的研究

作為參照點，至少可以兩方面值得考慮：一、對照於過去關於繪畫現象學的理論，

昂希試圖論述出更貼合繪畫存有本身的現象學理論。二、透過現象學對抽象繪畫

進行描述，抽象繪畫的理論得以開放與其他的藝術媒介進行交流，從而回到一個

基本問題，到底藝術的本質是什麼。 
在第一方面，昂希重新描述繪畫存有並非僅是證明出生命現象學的有效性，

而是相較於先驗論的現象學裡，希望重新定位繪畫現象的獨特地位。因為對於先

驗論的現象學而言，感到興趣的並不是為「什麼是藝術」以哲學角度作出說明，

而是他們相信藝術作品比哲學論述更具有力量，以展現現象存有的意義。因此藝

術作品的內容是什麼並不重要，只要藝術作品適合於現象學的方法和探究之下，

藝術作品都可以成為哲學家所關注的對象。在此意義下，先驗論的哲學家視「藝

術」作為某種哲學的示範。因此在整本書內容中，並不單僅是借用康丁斯基的繪

畫作品說明何謂現象本身，而且更深入康丁斯基的抽象繪畫理論背後尋找可以與

生命現象學相連結的藝術現象。 
在第二方面，昂希雖以現象學方式解讀康丁斯基與抽象繪畫，但他對藝術或

者美學價值的關懷並沒有因現象學理論的介入而失去原本藝術的本義。他曾問：

「我們到底如何重新認識藝術作品的原則？」50他認為現象學的工作就是為該研

究現象重新建立存有位置，就如他對康丁斯基的解讀一樣，透過現象學的描述之

後，重新賦予藝術作品或繪畫存有的原則。同時乍看抽象繪畫雖與傳統繪藝術距

離甚遠，但抽象繪畫以革命方式帶領我們回到所有繪畫的根源，而抽象繪畫提供

了什麼關鍵使「繪畫的可能性」（possibilité de la peinture）以及如何讓我們得以

理解「所有繪畫都是抽象的」（toute peinture est abstraite），這種問題都需要以現

象學方式加以解釋。 
 
壹、如何以抽象繪畫理論重新解讀繪畫現象？ 

昂希在詮釋康丁斯基的理論過程當中，多次在理論背後試圖展現生命現象

學，不過兩者之間的關係，並非簡單將康丁斯基的抽象理論化約為現象學理論，

並由後者取代前者，而是試圖於抽象繪畫理論內轉化出現象學的語言，以現象學

方式展示出抽象繪畫存有的結構，從而重新定位繪畫存有的意義。昂希的詮釋的

基本方向完全地由康丁斯基的著作作為根據與基本論述所支撐。昂希與其它現象

學理論介入繪畫現象不同之處在於，引用抽象繪畫語言拆解存有論現象學，以外

                                                       
50 VI, p. 10 ; p. 2.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8 
 

在與超越方式解讀繪畫存有，以及重新論述繪畫意義。這是他在《觀看不可見》

一書的工作主要目標，因此此書交錯於抽象繪畫與現象學理論之間的對話，而且

更具意義的是，兩者檢視過去自身領域中的多重對話。昂希在論述過程中隱藏著

一個批評的主軸，此要旨是傳統具象畫「再現」風格被哲學家以「超越」與「外

在」方式顯現以解讀繪畫意義。過去哲學家以現象學方式描述繪畫時，已經預設

繪畫本身的再現風格，是對應著於一個現實世界為摹本的真實意義。因此，可以

繼承著此基礎上，以超越或者外在方式描述具象畫的存有結構。但此解讀並沒有

真正以現象學態度出發，仍然以一種美學理念的態度進行現象學描述，並沒有將

美學的既有概念加以重新審視與批判。以超越論的方式展現不同時期繪畫存有，

並認為繪畫是反映了存有的真實，實際上是忽略了不同繪畫內在的獨有意義。 
昂希說：「當繪畫是可見者和世界的繪畫時，則繪畫所顯現的，只從屬於一

個預先建立的模型（modèle préexistant），只是一個摹本、複製物或者仿造物。柏

拉圖的理型概念中，藝術的「模仿」（mimesis）概念是古希臘概念的「現象」

（phénomène）直接結果。現象已經被給予並且以光的方式顯現，而藝術家只對

現象進行複製。藝術的價值就是複製的價值，以多或少的程度忠實於摹本。此概

念的藝術剝奪了任何真正創造的意義。」51 
在再現理論裡藝術現象具有雙重現象，除了繪畫自身的原有現象之外，皆指

涉著一個「外在」與「超越」的世界存有，此處的外在與超越不單是指向某物以

現實方式存在於外在的世界，而且是一種顯現或觀看的方式。他說：「此方式蘊

涵著事物以外在被置放於我們注視面前[…]外在是世界的外在，構成了顯現與可

見性，外在性使所有事物與內容成為可見，和使現象本身成為外在現象。」52因

此將具象繪畫的內容以外在方式顯現，僅是使繪畫現象成為被看見的現象，成為

同屬於世界的現象，而無助於我們如何理解於具象畫的顯現過程，圖像再現

（représentation picturale）53的現象內容是如何被給予的。他說：「大或小與結構

或無形式的個別性質無法在外在現象中被觀看。」54以「外在」的顯現方式感知

繪畫內容的結果，只顯現繪畫只是存有於世界，僅屬於超越的存有本身，而繪畫

內容的感性性質無法以「外在」與「超越」方式被顯現。 
透過以上的論述，昂希的詮釋可以確立幾點：一、以超越或者外在顯現方式

並不充分展現「再現」風格。二、繪畫再現風格本身並沒有等同於摹本世界，超

越論的現象學描述明顯的低估了再現概念的複雜性。三、圖像與被再現的摹本之

間具有更內在的原初關係，並且認為兩者之間的原初顯現建立於一種抽象與不可

見的基礎上。但是昂希如何說明具象畫的再現風格可以以「內在」和「不可見」

的方式展現？如何讓看者認為圖像本身可以以不可見的方式顯現或知覺？ 
對於這個兩問題的回應，昂希引用康丁斯基的抽象繪畫理論作為解讀。縱使

可見的圖像以「抽象」或「內在」方式顯現，但仍然受到圖像的可見性所限制，

                                                       
51 VI, p. 20; p. 8. 
52 Ibid., p. 16; p. 6. 
53 Ibid., p. 21; p. 9. 
54 Ibid., p. 16; p.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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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畫者在考慮如何表達的時候，被表達的內容依然是以可見手段所表達，因此

被繪畫內容仍然被可見的形式所覆蓋。他說：「一般美學到現在為止的未知問題

是，表達的手段與其內容仍然是分離，所產生的困難不能簡單被克服。因為其內

容以存有論方式從外在領域轉換到內在領域，但展現存有的手段仍然以可見方式

進行。」55因此昂希認為抽象繪畫不只可以打破具象畫裡手段與內容不一致的限

制之外，而且抽象繪畫理論可以作為一種現象學描述方式，重新扭轉具象畫裡再

現風格的意義，圖像內容本身並不是只是一種「複製」再現的對應關係，而是具

有內在與不可見的對應關係。他說：「抽象繪畫將最終廢除這不一致性。康丁斯

基因此實現以下的非尋常的變革：不只最終「再現」的繪畫內容；或者更確切的

說，由「再現」所表達的繪畫，皆不是世界的任何一部分—無論是自然現象和人

類事件所表達，反而由不可見內容所掌握的表達手段構成新的藝術主題。即此方

法或手段現在被理解為『內在』方法意義和最終作為『不可見』的真實。」56 
如果昂希有意圖為「再現」尋找一種出路，或者為看者於觀看繪畫方式提供

一種逃脫再現的限制的話，則這意謂著重新賦予「再現」的意義，並非僅是「反—
再現」的哲學立場，而是建立「再現—表現」的關係。以表現方式建立再現，再

現的對象並非世界本身，而是不可見的抽象意義，圖像的顯現是當下此時此刻直

接給予於看者，而再現是由抽象表現所給予的。此解讀不僅考慮到在現象學的描

述上給予更大的可能性，昂希且顧及了在藝術史發展的順列上並非一種斷裂的關

係。因為站在藝術史的時間序列解讀，抽象繪畫的語言看似在表面上是一個反再

現的藝術立場；或者表現出抽象繪畫與具象畫之間是一種斷裂與對立的狀態，即

是前者為純粹的主觀表現，後者則是表達客觀的真實。不過，昂希要說明在現象

學理論裡，修補藝術史上斷裂的情況，在現象知覺的顯現方式上，繪畫現象並非

如此對立與斷裂，傳統具象畫可以以抽象繪畫的方式進行解讀與描述，從而顯現

另類的體驗方式。而且在現象學的論述上，昂希表示康丁斯基的抽象理論正是所

有知覺繪畫的理論，不受個別藝術限制下，使用康丁斯基的抽象語言，重新定位

繪畫存有的意義，從而可以說明「再現」風格在具象畫下，圖像與被再現對象具

有更內在不可見的原初關係。 
昂希提出看似不符合日常知覺的現象，但在現象學操作推論出以下兩種的可

能性結果：57 
第一、 所有繪畫的內容皆是「內在」，不可見的生命並非停止成為不可見，          

且永遠處於「黑夜」，以及； 
第二、 意謂著無論在任何意義上和原初的真實裡，表達不可見內容的形式

與色彩自身同樣是不可見。 
由此可見，若抽象畫理論的繪畫目標在於恢復圖像的內在力量，如同康丁斯

基所提倡的「內在必然性」，則繪畫的圖像問題需要另類的現象學描述，昂希以

                                                       
55 VI, p. 22; p. 9.  
56 Ibid., p. 23; p. 10. 
57 Ibid., p. 24; p.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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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公式大概勾略了他如何使用康丁斯基的抽象理論操作用繪畫現象：內在的=
內在性=不可見=生命=感動=抽象（Intérieur = intériorité = invisible = vie = pathos = 
abstrait）58 

從以上公式可以預計昂希在本書的哲學工作目標，他試圖以生命現象學的方

式引接抽象理論進入繪畫現象學，從而印證在繪畫現象裡，生命現象如何顯現於

繪畫裡。因此筆者會在以下說明昂希如何解釋抽象繪畫裡的「抽象」表達可以與

生命現象學相關連。 
 
貳、在抽象繪畫的抽象表達看見生命現象的痕跡 

康丁斯基所解讀的「抽象表達」或者「抽象」概念並不對應於可見世界。他

在抽象繪畫的抽象表達要旨中，有某部分依然堅守著過去畫家的繪畫任務，試圖

以自己獨特方式觀看被描繪的對象，而抓取某種整體表達手法，從而給予具體的

感受。但對康丁斯基而言，如何抓取整體性或者以圖像構作整體感受，以達至抽

象表達的效果，則非源自於可見世界。59意即描繪對象和「抽象」本身，並不保

留對象的可見性，可見性並不是對象被抽象表達的可能性條件。以下可以從(一)
藝術理論和(二)現象學方面進行解釋，說明抽象表達在昂希與康丁斯基的脈絡

裡，並不與對象性的可見世界相同，並且說明只有徹底主體性才能表現出繪畫的

抽象表達風格。 
 

(一)藝術理論：抽象藝術表達手法的擺盪 
首先，回顧抽象藝術初期的興起，印象派之後分支出不同藝術論述主張，分

別有立體主義（Cubism）、未來主義（Futurism）、超現實主義（Surrealism）、象

徵主義（Symbolism）和野獸派，他們都被當時歸類為廣義的抽象藝術，從眾多

主義與流派裡可以得出一個論述主張的光譜，具有兩極，一極是純粹主體性的表

現，另外一極則是抽象對象的客觀極。在此並無意將兩者視為對立，因為抽象藝

術裡，可以承認不同主義裡以不同方式進行抽象表達，以及在表達之中，既見關

於形象的展現，又同時看到主體感受的表現。對於康丁斯基而言，他是第一位藝

術家以抽象的方式尋找一種主體感受可以與自然或世界相一致的抽象表達手

法，他初期的作品裡仍會以對象的圖像作為表達的工具，不過圖像本身在繪畫裡

的顯現並不是客觀絕對，而是在對象裡流露出強烈的主觀感受，而且感受的強度

不會被可見性圖像所減弱。因此昂希亦不能迴避康丁斯的藝術目標，在描述圖像

裡的生命現象意義同時，必然論述圖像如何從可見意義撤退，轉化為不可見，並

尋找抽象繪畫風格裡與其一致的自然和世界，使不可見的生命透過抽象風格的元

素創造出與世界宇宙和睦的韻律，充實於世界，同遊於自然。 
不過當時抽象藝術處於始之際，立體主義曾被抽象藝術混為一談，甚至超現

實主義和立體主義的討論超越了抽象藝術，來自荷蘭的蒙德里安（Piet 

                                                       
58 VI, p. 25; p. 11. 
59 CW, p.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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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rian,1872-1944）和俄羅斯的馬列維奇（Kasimir Malevitch,1878-1935）同屬

於抽象藝術，但傾向於畢卡索的立體主義風格，更進一步把立體主義以幾何化的

形式表現，以幾何原型取代對象本身以達到抽象表現，特別在兩人的藝術風格無

疑是在抽象藝術的對象極，將抽象表達視為幾何化抽象，從而為對象揭示本質。

對蒙德里安而言，無論在生命之內和世界之外，他設法中止兩者運動變動的狀

況，因為在變動的世界面前感到焦慮和在無法抓住的生命維度感到不安下，使他

分別離開自然本身以及以「我」的能動性建構世界。60 以這種徹底抽離的方式

進行抽象藝術，背後唯一所依賴的是科學的方法，而不是藝術的表現形式，並與

康丁斯基「內在必然性」相違背。康丁斯基說：「儘管科學對藝術研究、分析方

法都有很大的幫助，但是在科學裡找尋藝術最後的解決之道，是很荒謬的，畢竟

這些問題的基本取向，是存在於藝術本身和它的素材，作用於人類的感覺和情

感，產生於印象裡。」61康丁斯基不反對科學以某姿態界入藝術，但不是意謂著

完全壟斷於藝術的研究法則，並認為雖然科學對象與模型可以成為藝術參考的素

材，但科學的觀察之可能的基礎仍然建立在人類原初感性的感受狀態下。 
以下會說明昂希如何指出幾何化的抽象方式僅與可見世界相關，同時說明為

何科學的幾何化的抽象表達手法不與抽象藝術相一致，從而結論出抽象表達手法

最終建立在感性的經驗維度上。 
 

(二)現象學理論：對幾何學傳統的反動 
抽象的表達首先並不以對準幾何化的對象作為表達的目的，如昂希所描述：

「感性形式的純粹化（épuration des formes sensibles）就是我們從「圓型」（rond） 
轉換到一個「圓」（cercle），從所有對自然的明確刺激對象轉換為它們的幾何原

型（archétype géométrique）。」62對於被描繪的對象以幾何形式過程構成的抽象

表達，他稱為「觀念化」（idéation）的作用，而非抽象。其過程中，對眾多對象

進行觀看後，從眾多對象的經驗當中抽取成為單一的幾何化觀念。相反的是，昂

希認為抽象表達是源自於「對自然的明確刺激」，而非「幾何原型」，表達於繪畫

上的圖像建立於感性圖像，並非幾何形式「圓」的觀念。自然和世界的認識都是

由幾何原型所建立，以觀念的方式再現和模仿自然，值此重新發現自然的律則，

昂希認為間接地促成了可見世界的形成。他認為觀念化的工作發生於觀察被描繪

對象時，透過觀念化的幾何律則定義了可見世界，以幾何圖型勾勒出被描繪對象

的形式，以確定在繪畫平面中各個對象的位置。因此幾何化的觀念影響了現象經

驗層，塑造了人類如何看待世界。而且，早在古典繪畫時期，畫家早已使用純粹

幾何形式作為構造繪畫的原則，以線狀、三角型和圓型等模仿自然，以達取某種

對真實的詮釋，被視為重新活躍的努力。63 因此，完全被幾何化後的可見世界，

各對象皆具有確定空間配置，可明顯分辨出對象的線條，而如果幾何化的原理使

                                                       
60 Alain Bonfand, L'Art abstrait, Paris: PUF, Que sais je?, 1995. p. 27. 
61 林素惠著，《康定斯基研究》，臺北市美術館：美術論叢 18，頁 94。 
62 VI, p. 27, 28; p. 13. 
63 VI, p. 28; p.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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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繪畫，幾何形式的可見性再現於繪畫裡，明顯地這抽象表達手法是不符合「內

在必然性」的抽象原則。 
不過，難道幾何化的圖像必須完全撤離藝術活動裡？或者說科學方式的觀察

必須與藝術的感性觀看相衝突？康丁斯基承認抽象藝術借助於科學觀察活動中

不同模式活動或者可見世界的空間從達到抽象表達的效果，例如顯微鏡下的細胞

運動、動物的肌理紋路發展和幾何型建築的宏壯。而縱使科學觀察講求的理性和

客觀的絕對標準，昂希表示科學觀察也不離於感性活動的界入，意謂著任何一種

觀看本身都是連繫著看者的生命本身，感性作為生命的基本單位，感性的強度也

代表生命力的活躍。若抽象藝術的「抽象」本身關連感性生命的話，其抽象的表

達手法並不僅是一種建構先驗對象的方法，即是抽象表達不必須仰賴於對象而成

其為抽象，而是抽象本身可以透過感性先於世界，而且不必於透過世界而出現。
64例如，要勾勒一個繪畫的「形式」本身，一般抽象表達手法出發於對象的有限

性和現實世界裡，畫者的意象是一個表象思維去對待「形式」，形式是一種異於

畫者的生命意象本身，是直接等同於對象或世界的物體輪廓，分離於畫者自身。

但昂希反而認為：「形式只有分離於世界，同時在指涉中達到徹底轉移的結果下，

才獲得其自由。」65而畫者取得形式的自由是什麼？或者自由的形式如何而起？

他回應：「形式是從不可見生命而生，它從生命裡找到建構的法則和意義的原則。」
66因此「形式」作為繪畫的構成基本元素決定於不可見生命之內，而不是作為手

段，用作為通往世界的道路。他說：「只有形式打破此從屬的關係，才能從所有

陌生的命令（impératif étranger）獲得解放。」67 
因此，可以總結在抽象表達的議題中，康丁斯基與昂希論述出一種非對象性

抽象表達，抽象表達手法在圖像構成並不以對象或可見世界作為媒介，而是直接

對應與感性的生命。如果圖像的勾勒並不是以畫者與看者分離的方式進行，則圖

像現象的顯現並不是以一種主客對立或者間距的存有方式被描述，而是感性的感

受在被先驗的幾何形式統覺之前，圖像已經被抽象表達所顯現，並且以感性方式

完成，意謂著圖像與感性的感受之間是直接對應。以上的繪畫現象顯現方式，正

是昂希與康丁斯基在藝術上追求的目標，生命的感性和感受正是藝術現象顯現的

關鍵，而不是超越的幾何圖式。因此圖像或圖像的元素的存有是先於可見對象與

世界，而圖像所構成的繪畫存有本身是「在」於畫者與看者生命之中，而不被可

見所共享。康丁斯基與昂希的論述有可能令人產生誤解，圖像在抽象表達手法會

被當作一般的符號成為能指與所指的指涉關係，圖像作為符號可以與所指涉的對

象進行意義的交換，意謂著每個圖像都具有特定的意義內容，成為一種象徵活

動。不過，在第一章導論曾說明，象徵主義的符號轉換是可見意義交換，透過可

見的圖像再現於明確的意義內容，而相反的是康丁斯基正要切斷可見的圖像在意

義轉換的恆常性，圖像的存有與構成可以無關於現實世界，這部分的問題會在第

                                                       
64 VI, p. 33; p. 16. 
65 VI, p. 47; p. 24 
66 Ibid. 
67 VI, p. 46, p.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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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章以實質現象學的角度加以論述，而下一節將會繼續說明昂希如何引用康丁斯

基的抽象繪畫理論說明抽象繪畫的圖像構成問題。 
 

第二節    抽象繪畫元素與圖像性（picturalité） 
在這一章不斷重覆強調昂希與康丁斯基如何透過重新描述繪畫現象，為徹底

的主體性填入適當的意義，亦即昂希如何借助抽象繪畫作為純粹藝術去重新理解

主體在繪畫現象的地位。在昂希對主體性的論述，這問題無論在美學和現象學發

展裡都需要被重新論述，因為在前者裡，從黑格爾的美學本身，對美學探究的內

容定義有所限制，把藝術作品以外在方式或者客觀精神探究藝術內容。而後者，

現象學的流派裡，存有論的美學把藝術作品視為一種可以被描述可見現象，間接

認定藝術現象以存有方式進行說明。因此昂希將藝術現象的問題回到與康丁斯基

的抽象藝術理論進行說明，他參考了康丁斯基在實際進行繪畫的經驗，如何處理

繪畫圖像時，尋找繪畫內在各種元素的內在聲音與音調（tonalité），而並非實用

性的效果，即是消除對象中自身的客觀和實用的意義，從而作為展現圖像元素裡

純粹性，達至展現繪畫的本質。昂希說：「透過與實用知覺的次序相離異，繪畫

激起了觀眾內不尋常、無休止和不滿足的印象。」68昂希的結論亦印證於康丁斯

基在繪畫時不斷使用各種非常態的知覺方式所帶來的「呈現的純粹魔術」（pure 
magie d’une présence）69 特質，使圖像最終帶來意想不到的感受與意象。 

圖像性與繪畫元素之間的問題對康丁斯基與昂希而言，並不具有階層關係，

我們不能夠將抽象元素視為雜多的質料給予形式，然後統一成為可見的圖像。以

此種方式觀看繪畫，繪畫所給予看者，僅是以繪畫之外的意義加諸於繪畫內在本

身，因為可見僅是看者以外在的觀看方式給予繪畫，而可見並非源自繪畫元素本

身，卻元素被外來的可見所給予。從可見的觀看方式對繪畫，繪畫元素只是一種

等待被塑形的質料，而且元素自身不具可塑性的動力。因此昂希在詮釋康丁斯基

以「內在必然性」要則給予繪畫的「點、線、面」的內在聲音，即是釐清這些元

素的存有意義如何被改造，從可見和外在存有被解放。但釐清的工作只是抽象繪

畫現象的始點，而更需要的是，在論述抽象繪畫過程時，各種元素的統一，即和

諧感受所給出「美感」如何透過繪畫各元素的配置而給予看者。因此以下會分為

兩個部分，首先說明抽象元素的論述如何作用於康丁斯基的抽象繪畫，然後描述

如何從個別的抽象元素來揭露抽象繪畫的圖像性（dévoilement de la picturalité）。
繼而，會更詳細說明昂希如何解讀康丁斯基在早期與晚期對抽象元素的意義存有

論述中，分別產生了兩種不同抽象繪畫的意象，分別是生命變化不定的情感與宇

宙永恆無限抽象表現。兩者之間，昂希如何規劃出連結的可能性，從而使兩者不

同的抽象元素展現為一個圖像性的共振效應。 
在抽象繪畫活動裡，繪畫元素直接表現於繪畫平面上，它們沒有被任何的可

見的形式所規範，而是元素根據於看者與畫者的生命形式而顯現與運動，亦即它

                                                       
68 VI, p. 71; p. 39. 
69 VI, p. 77; p.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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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是直接連繫著看者與畫者的內在生命。與此同時，康丁斯基的「內在必然性」

的定義同時不只只指向繪畫內部的圖像元素具有內聚的力量，而且直接根據生命

形式所顯現不同的感受。因此，根據以上定義，「元素」的意義一部分是為繪畫

內部本身而存在，而另外一部分則是為看者與畫者而存在。 
不過，若「元素」以「在己」的狀態而顯現存有意義，會陷入一個危險，意

謂著元素本身與看者或畫者為彼此分離和具有間距，處於尚未中介或者被同一的

對立的狀態，回到昂希一直所拒絕意向性哲學的歧途。因為要論證出抽象元素在

康丁斯基和昂希的意義可以直接表現為圖像，但兩者並非一開始就預先預設為一

種實在與在己的對象。如果元素屬於看者以外或者先於看者而存在，則其元素在

繪畫內只是一種可見符號（所指與能指的指涉關係），例如象徵主義。因此抽象

繪畫元素與主體本身更具有一種不可見的關係，抽象元素是屬於看者與畫者生命

內在本身，透過繪畫表現和觀看，看似抽象元素是獨立於看者，但其實是源自於

看者生命內在本身。若主體尚未進行任何藝術活動，則抽象元素不曾發生著繪畫

上。 
顯然地，昂希透過說明抽象元素與主體生命的運作關係對抗著繪畫形式與看

者或畫者分離的理論。後者認為繪畫形式是以所描繪的對象為規範，而看者或畫

者依據著對象的形式變化，勾勒出符合對象的運動狀態，形式與看者或畫者之間

維持著一種可見的間距。但前者則將對象的形式視為抽象元素其中之一，並親自

由生命所給予。因此，康丁斯基會將繪畫的元素分析為點、線和面，但並非要以

「解剖藝術」（disséquer l’art）70的方式看待，而是要顯現任何繪畫的構成裡，這

些元素會以非對象的方式給予看者的知覺。換言之，這些元素可能以潛在、無意

識或者不可見的方式顯現。經過描述抽象元素如何與看者和畫者產生意義活動

時，就可以理解為何一般具象與客觀的圖像並沒有與抽象繪畫指向相同的意義。

圖像的構成或者圖像性的展開於非本質的意義上，就是由線條的幾何形式勾勒出

一個輪廓，然後色彩鋪陳會佔據著在輪廓內和或輪廓之外的背景，幾何形式作為

輪廓劃分了圖像與背景之分，圖像於某個背景脈絡下被給予它的意義，而於圖像

之內，幾何形式規定了色彩分配的位置，色彩的意義完全由形式輪廓所賦予色彩

與幾何形式皆屬於同屬的繪畫元素。間接而言，線條形式與色彩是同質性的繪畫

元素，因為色彩與線條的形象特色是連結著對象，並不是與純粹的圖像性身處於

相同的繪畫平面。71反而色彩與線條於純粹圖像性的開展下，圖像的形式屬於感

性能力，色彩與線條於抽象元素屬於異質性的元素，分別表現著不同的內在音

調，從兩者的同一配置到純粹的圖像性展開，對康丁斯基而言，是一件艱巨的挑

戰，在不同時期的《組成》作品也印證著他對色彩與幾何線條的沉思變化。 
作為詮釋康丁斯基的昂希而言，他需要面對康丁斯基的繪畫風格的轉變與斷

裂而提供可理的說明。特別於後期的《組成》作品中，大量運用幾何形式的線條，

截然不同於早期的色彩為主的風格，兩種的風格與抽象圖像性的變化帶來抽象繪

                                                       
70 VI, p. 61; p. 33. 
71 VI, p. 74; p.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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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對「力」（force）的表現不同效應。康丁斯基在包浩斯時期大量對繪畫形式元

素進行實驗，嘗試創作出新的元素形式，從點、線、面的分析出發，是基於對幾

何學進行改造成為新的藝術語言，透過轉化幾何學的線條形式進入某種對宇宙永

恆的抽象表現。明確地，此轉變的確排除了對在早期強調無線條的色彩論述。昂

希強調著康丁斯基在創作演變時，色彩綻放與消退使繪畫平面表現帶來不同的變

化：「康丁斯基的作品於包浩斯時間之前是由各種綻放的色彩所見著，大量的流

動以對角方式交錯的發放於畫面，和懸留於騷動的區域。到處都是宇宙行動般的

力量，以致於像「大洪水」（La Déluge）的負面主題都簡單地看似是充足豐富的

生命表現。「抒情的抽象」（abstraction lyrique）階段 —奢華湧現的純粹圖像構造

伴隨著密集的能量與對強大驅動存有的直接表現皆以天賦的色彩給予異乎尋常

的細緻。」72 
反之，在包浩斯時期的康丁斯基，從《組成》的作品觀之，他的風格已經從

對情感的熱烈表現轉入各種線條幾何的表現，色彩大幅度的減弱創造出空曠與平

滑的空間，使純粹線條的意志與力量都被給予解放。昂希說：「當力（force）棲

身於矢、弧線、銳角或鈍角、幾何平面微弱地染配含糊光線的非世俗對峙時，生

命力變化弱小。」73在上一節曾經強調幾何形式的線條在抽象藝術裡必須從觀念

化的操作裡逃離後，再以感性方式進行感知，得到幾何圖像的純粹性，此純粹性

所表現的並不是科學的普遍性，而是表現出無限的宇宙力量所渲染生命本身。而

康丁斯基對幾何形式的純粹力量效應留下一個有名的評論：「三角形的銳角與圓

的接觸所產生的效應不會比米開朗基羅（Michelangelo）裡上帝的手指觸摸亞當

來得少。」74縱使點、線與面是幾何形式的圖像，但可以被知覺為元素的純粹內

在聲音，所展現的圖像性不只是生命的力量，還有宇宙的力量。75因此宇宙力量

與生命力之間的張力成為了晚期康丁斯基所表現的圖像性，生命與宇宙之間不只

只由抽象元素的語詞所建構起來，而且是各個元素的音調的綜合運動，即由色彩

與線條的音調共振所引發的圖像性。 
但是，在此會出現一個問題是：色彩與幾何線條的抽象元素所構成的圖像性

是如何可能？顯然地，昂希認為色彩與線條於抽象繪畫裡是異質的（hétérogènes）
76，只有在色彩或者線條的內部自身才是同質的，縱使不同色彩之間在種類上是

同質，但卻可以產生不同的異質或者衝突的效果。要使異質抽象元素之間產生音

調，從而達至圖像性的共振效果，康丁斯基於繪畫操作中並非僅發生於逗留於圖

像上的現象，而是更深入探究現象背後所蘊涵的共振效應。因此，昂希嘗試替康

丁斯基提供解讀的空間，將此圖像性的發生場域返回看者與畫者當下的不可見生

命形式。到底抽象元素的異質性如何能夠給予看者的圖像性？昂希詮釋抽象元素

的異質性不單只指出抽象元素之間具有的獨特實質，而且更指向某種感性上的異

                                                       
72 VI, p. 81,82; p. 46. 
73 VI, p. 82; p. 47. 
74 CW, p. 759. 
75 VI, p. 99; p. 56. 
76 VI, p. 140; p.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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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性，只有在此知覺方式下，才能使抽象元素得以互為異質，甚至從異質性中產

生圖像性的共振效應。 
抽象藝術一直以來被認為是形式主義，原因是幾何線條的表現皆被視為幾何

語言的再現，將幾何線條等同於僵化的形式，習慣地把相似的形式視為同質的性

質。同時抽象元素的異質性並非由可見表面的形式上差別所決定，因為抽象元素

可以以存有論的方式獲得同一或表面相似性的歸納方式所消除，從而被解讀為可

見。反而，異質的元素所帶來的雙重的現象，即內在與外在聲音之分，此現象會

產生「無意義和混亂的情境」（une situation insensée, anarchique）77。此情境所給

予的圖像性是非對象性與無形，絕對的異質感受狀態並非建立在抽象圖像與可見

者之間，而是抽象元素的內在聲音與看者生命。昂希說：「『點』作為純粹形式意

謂將異質性元素採用為語言，但此語言是無關於我們的世界。抽象繪畫的原理就

是一種緊迫湧現（irruption），從此首要的可見者 （visible préséance）撤離以及

導致可見者動搖。其原理與生命的強烈情感複音狀態（polyphonie pathétique de la 
vie）取代了圖像的素樸的可見，而此生命所同一的則屬另外一種秩序（ordre）。」
78以上引文表達了每一種抽象形式所表現的內在聲音是絕對的異質，此種獨特的

異質性無法被一種可見方式的現象學所探究。 
同時，抽象元素之間也具有互為異質的特色，亦即色彩與線條的差異，對昂

希而言，色彩與線條意謂著生命情感與宇宙永恆的互動，只有在兩者的張力下，

圖像性的共振才得以展現。任何抽象元素都產生共振的效應，抽象元素可以在偶

發狀態和沒有對象的中介下發生強烈的共振感受，昂希說：「美感經驗

（l’expérience esthétique）並不是一種由對象給予意義的經驗。紅色的經驗並不

包括感知紅色對象和紅色本身，或者不是由紅色的存有所構成；反而，紅色的經

驗是一致於我們正在體驗的印象能力，而印象能力事實上從繪畫裡消除所有對象

性中介，包括那些從時空變化的文化和理論到思想所伴隨的對象。」79因此，抽

象繪畫原則與感觸生命所具有相對應的序列並非發生於可見世界與繪畫本身的

相似性、再現關係和對象本身。 
雖然感觸生命是不可見與具有黑夜的特性，但並非直接認定為一種神秘主義

的宣稱(起碼在抽象繪畫中得到對應的說明）。反而，感觸生命於被給予圖像性的

共振過程中，生命所伴隨而的並非僅來自於個人本身，亦同時來自於自然和宇宙

本身。例如康丁斯基對圖像性的操作中，經常討論自然生物自身有著內在的共

振，其構造的複雜性使康丁斯基使參考繪畫創造時，他反而是選擇是對象自身的

臉（visage）、內在存有（être intérieur）、神秘的靈魂（l’âme secrète）和寂靜的進

行表達，而非表面外觀，他所被吸引的是對象的內在法則，以及透過表現之中，

生命的音調因此可以與對象內在法則相呼應。抽象元素和圖像性的給出並不缺乏

感知對象，但同時觀看本身已經超越觀看可見本身，而是觀看著對象背後的不可

                                                       
77 VI, p. 86 ; p.48. 
78 Ibid. 
79 VI, p. 131; p. 74.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27 
 

見。那麼，繪畫觀看的不可見是什麼？除了畫者或者看者生命之外，生命在圖像

性所與之共振的是什麼？抽象繪畫的法則除了透過生命所表現之外，抽象繪畫則

同時呼應著自然和宇宙的內在法則，兩者如何透過看者的不可見生命交互重疊？

此下此章最後一節將會說明抽象繪畫與宇宙之間的關係。 
 

第三節    抽象繪畫與宇宙—對形上學的抽象表現 
看者的生命透過幾何線條與色彩的給予帶來共振感受，對於看者而言，每個

運動的抽象元素所遵循的並不是素樸的次序，而是每個元素自身的音調，且直接

連繫於看者的生命。抽象繪畫的法則導致從可見場域裡撤離，而看者所跨越和有

所統一的則是另外一種次序和邏輯。因此在摒棄可見的現象描述論述後，其實不

難發現，抽象繪畫與看者生命是以不可見的方式呼應著世界、自然與宇宙，因此

並非隔絕獨我自身之內。他說：「由聆聽居住於每個對象的內在迴響（résonance 
intérieure）—從純粹元素的點或者線到色彩都離開每個外在意義進入他們的純粹

感性—康丁斯基能夠發現『抽象』：不可見生命之發現各處互相呼應於事物外殼

的裡面和支撐著事物的存有。」80事物與對象在沒有被賦予可見存有位置之前，

其實並不顯現於意識與知覺內容之中，這個時候，事物的內在以最劇烈方式呼應

著生命，此感受的給予無法以存有論方式加以描述。於上一章裡，筆者曾說明抽

象元素的形式和內容並不是一種符號與事物的象徵，元素於「抽象」活動賦予之

下，除了與個人生命的純粹感性所連繫之外，抽象元素以幾何學語言所表達，被

視為一套語言，三角形與圓形和其他形象，我們可以允許解讀為「巨大宇宙之書」

（le grand livre de l’Univers）。81昂希認為此解讀是透露出康丁斯基向抽象繪畫提

出一個形上學的野心（l’ambition métaphysique）。82宇宙世界如果作為形上學所

探究的議題，則到底抽象繪畫如何達到對形上學的藝術表現？這是否意謂著抽象

繪畫的藝術法則是與宇宙的形上學法則是相一致？ 
從抽象繪畫的觀看與表現活動觀之，生命與抽象元素的圖像性呼應，達至不

可見的共振（vibration），此感受並非只是一種心理狀態或者存有論意義的彰顯，

它除了說明了生命力內在的活躍運動一面之外，還彷彿生命感受運動帶著與自然

與宇宙呼應的和諧效應。在沒有任何的可見的噪音之下，看者於抽象繪畫的觀看

過程中，生命以無限的速度穿透自身，身處於自然與宇宙之中。昂希說：「藝術

與自然分別於形式、色彩和對象裡佔據相同的地方，它們都給予著黑夜的痛苦與

快樂（Nuit souffrante et bienheureuse）於我們。而相較於自然，藝術自動地安排

線條與色彩現象生成為繪畫元素。藝術進入新的秩序，從今以後不是於我們之

外，而是發生於我們生命之流動中，如同自然的感受和如同全部可能的徹底內在

性。抽象，如我們如說，並不對立於自然，而是發現自然的真實本質。」83昂希

對抽象繪畫的解讀符合了抽象藝術所追求的目標，如何於多姿多彩的現象裡尋找

                                                       
80 VI, p. 229; p. 134. 
81 PV3, p. 232. 
82 VI, p. 233; p. 136. 
83 VI, p. 240; p.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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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個生命的定向，透過自我尋找與表現取得與自然和宇宙相一致的精神空間。

於抽象圖像性展現中，既是充沛生命力量展開同時，亦與大自然宇宙力量共在。

這意謂著抽象繪畫作為一個契機和媒介，協調於個人生命與宇宙自然。 
因此，讓我們回到康丁斯基繪畫的色彩與線條裡尋找個人生命與宇宙自然的

共振。在康丁斯基的繪畫中，我們可以發現元素的純粹聲音引起看者心理感受的

詮釋，例如《組成 VI》中黑色洪水的混濁給予看者破壞與死亡的感受，除了抽

象元素表現出動態的生命感受之外，當元素的純粹聲音不受於個別感受的運動牽

制下，元素呈現出寂靜與靜態表現的另外一面。例如，一條橫線將繪畫平面一分

為二，可以簡潔地表現出自然靜態的抽象力量。透過簡單的線條構作出如此具有

力量的構圖不只只發生於康丁斯基一人身上，早於 19 世紀浪漫主義畫家卡斯巴

大衛費德利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 1774-1840）的畫作得到印證，他的畫作

《於大海傍邊的僧侶》（Der Mönch am Meer）中，橫線劃出天空與大海的區隔，

此區隔的抽象繪畫手法比透視法的繪畫方式更能夠表現出天空的廣闊本身，從而

顯現出僧侶面對大自然中無邊際力量的意象。另外一邊，在康丁斯基的晚期畫作

裡，大量幾何學式的線條營造出整個宇宙力量，他改造了幾何學的本質，不把幾

何學視為一種探究可見物的本質科學，亦即認為幾何學不是再現對象的實在性，

反而將幾何學的前科學狀態視為一種藝術感性表現的混合語言，幾何學的內在聲

音因此可以作用抽象藝術表達的媒介。幾何學作為康丁斯基晚期創作的媒介，並

不代表只有幾何學本身才能完成抽象繪畫的形上學目標。昂希認為任何世界中對

象和甚至所有的物質都可以被允許成為抽象元素的形式與色彩之一，其原因並非

對象與物質可以於觀念運動中得到先驗性的描述，而是任何真實世界的元素

（élément du monde réel）可以以屬於自己的感動（pathos propre），擁有它們自身

的能力與力（puissance et force）。84昂希將抽象繪畫理論推進形上學的探究，並

非把繪畫現象返回一個精神與靈魂實體的形上學，所謂內在力量的表現可以以不

可見的感動方式顯現，因此現象的「顯現」對昂希而言，不是「存有」本身的彰

顯，而是所有事物的內在力量的展現。 
昂希嘗試進入形上學的領域對抽象繪畫更一步的探究，他並非只停留於形上

學的考察，而且透過抽象藝術的形上學特質，包括在《觀看不可見》中發現關於

「力」（force）的問題和「迴響」（résonance）、「共振」（vibration）、「音調」（tonalité） 
的本質，從而證明其他藝術活動同時根據著一種形上學的法則在運動。他試圖於

                                                       
84 PV3, p. 239. 此處「能力與力」並不限於說明抽象繪畫裡作者所創作的抽象力量，而更進一步

著指出「抽象力」可以作為抽象繪畫現象顯現的根源性。對於昂希而言，能力與力是一種生命的

實質表現，它們同時是顯現生命本質的不可見經驗。生命所給予的經驗，是一種意志的努力

（effort）表現，並非純粹地對世界經驗對象的現象還原。因此此處涉及到昂希如何重新定義現

象的質料（hylé）與形式（forme）的關係，並藉此說明生命現象的「實質性」(可參閱本論文第

三章)。另外，將生命視為為能力與力的形上學根源，是昂希對海德格的《人文主義的書信》裡，

所宣稱「對存有本身遺忘」（l’oubli de l’être lui-même）的批判。昂希認為存有者的存有並不是超

越本身，而是通過「體驗自身」（s’éprouve soi-même）重新展現生命力，使存有者的能力與力可

以獲得自身生命的存有。詳細說明可參閱 Généalogie de la psychanalyse, Paris, PUF, 1985, p. 256,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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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不同的藝術活動中，找到交流的可能，縱使兩者在接受與表達所使用的媒介

與感官內容具有不同之處。 
昂希考察了康丁斯基的抽象藝術創作歷程，康丁斯基基於藝術家天賦般的直

覺，從音樂的聽覺內容「聯覺」或「交感」過程中，看到繪畫裡視覺色彩，此「聯

覺」的抽象效果對於昂希去解釋音樂與繪畫的藝術本質關係並不充分。他認為康

丁斯基沒有發現各種藝術的綜合原則（principe de la synthèse）85是反映於我們感

覺的「形上學問題」，並非只是一種聯覺的感官和心理機能。同樣地，昂希於《生

命現象學》第三冊說明音樂與繪畫的本質關係並非有一種目的性和額外的能力使

音樂所激發的與繪畫溝通，以及問題並非只是從音樂中通過繪畫而已。86他認為

音樂與繪畫的本質關係之間，音樂發揮了抽象概念起源（genèse）的角色。87康

丁斯基認為音樂是一種「最非物質的藝術」（l’art le plus immatériel）88，音樂直

接表現了我們的生命與情感，聲音的內容是徹底的非對象性。但如何將聲音呈現

為抽象繪畫的內容，亦即音樂如何扮演起源角色提供給抽象繪畫的資源，昂希則

把兩者的本質關係並非只有停留於聽覺與視覺內容之間轉換，而是以音樂為優先

性出發，並回溯到叔本華的意志形上學進行說明。昂希認為音樂再造了形上學的

真實，此真實構造了所有事物的親密本質和存有的深處，而這就是「意志」

（Volonté）。89然後，對於康丁斯基和克利（Paul Klee, 1879-1940）作為現代藝術

的創建人，兩人於深淵般的主體性（subjectivité abyssale）裡尋找作品構成的原

理，創作的動力是產生於主體與對象之間的不可見張力，主體面對對象猶如被拋

入到一個沒有光線的深淵，對象的藝術表達產生主體生命的黑夜裡，而非可見的

視域裡。此論述與叔本華的意志哲學立場相同，所有事物的根源（l’Origine de tout 
chose）來自於意志，更正確而言是音樂召喚了形上學的真實意志，意志的聲音

和可塑的形式展現出音樂與空間。叔本華把音樂將其他藝術區分，音樂無關於世

界，它並不是以再現於世界為目的，音樂藝術把世界視為赫克圖利斯的流動感性

世界，或者把世界視為永恆的原型，音樂藉由把世界感性化與觀念化後，使主體

面對音樂時，意志得以被確立，而不像其他藝術例如文學、繪畫與建築把事物和

世界的本質視為可被看見，而主體被融入事物的可見裡。90因此意志的確立是因

為音樂運動與變化，叔本華對意志與音樂具有如此貼近的關係，是受到當年流行

的華格納所影響。 
不可見的意志透過音樂流動性，使抽象繪畫成為一組多樣變異的運動，音樂

作為抽象繪畫的起源，除了音樂固有的非對象性和非物質特色供給抽象繪畫的原

則之外，音樂所提供的靈感更進一步將抽象繪畫的形式轉化為更抽象的形上學層

次。音樂的意志模式到底會否與康丁斯基以幾何的形式為基本創作模式產生衝

突？到了康丁斯基的晚期，他的創作意象越來越著重於以幾何形式為基本單位，

                                                       
85 VI, p. 194; p. 112. 
86 PV3, p. 245. 
87 VI, p. 194; p. 112. 
88 VI, p. 195; p. 113. 
89 PV3, p. 244. 
90 VI, p. 196; p.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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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幾何模式回到一種對真實大寫「對象」（Object）的表現，試圖進入一種形

上學的迴盪（retentissement métaphysique）91，他稱作「宇宙的深處」（profondeur 
cosmique）。昂希認為康丁斯基要表現出一種崇高感（sublime）92，但此祟高感

並沒有與意志產生衝突，因為祟高感並不是與世界中可見對象所結合，而是屬於

徹底主體的元素，包括「自身的內在性」、「內在的音調」（sonorite intérieure）和

「內在迴響」（resonance intérieure）。因此幾何形式的抽象元素與音樂的藝術樣

態，皆表現出內在力量的形上學本質，而且此本質完全屬於主體的生命之內。 
總而言之，本章目標是對《觀看不可見》進行初步的勾略，主要透過抽象繪

畫的議題與繪畫現象學進行接軌，說明為何抽象繪畫有助我們重新定位繪畫現

象。然後，分別以抽象元素的構成問題和抽象繪畫現象的形上學問題進行對《觀

看不可見》的解讀。另外，本論文以《觀看不可見》一書作為理解昂希思想的始

點在於，生命的思想本身是具有繪畫抒情的特質，我們可以透過抽象繪畫理解何

謂生命的「現象」，以及觀看出生命被定位於怎樣的「現象」。其次，對於昂希而

言，現象學理論所處理的「生命」，是主體實踐活動的本質，Gabrielle 
Dufour-Kowalska 說：「昂希的思想是有關於生命的思想，沒有一種生命是不伴隨

著藝術，生命與藝術都分享著一個絕對的本質。」93即是說，如果《觀看不可見》

一書的目標是重新定位繪畫現象的存有意義，則昂希的思想也會以藝術現象方式

被理解，也就是為何必須以昂希的《觀看不可見》作為本論文的始點，當談及繪

畫現象的時候，昂希的現象學理論也需要被釐清。因此從個別的抽象繪畫議題脈

絡更深入探究昂希的藝術現象觀點，從而同時映照出昂希的現象學立場。 

                                                       
91 PV3, p. 270. 
92 Ibid. 
93 Gabrielle Dufour-Kowalska, L'art et la sensibilité: de Kant à Michel Henry, Paris: Vrin, 1996, p.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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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抽象繪畫的「觀看」如何可能：昂希重新閱讀笛卡兒「我思」 

 
導言 

在上一章詳細地說明了抽象元素的構成以及圖像性如何運作於抽象繪畫活

動，分別可以從點、線和面的幾何線條和色彩的共振運動中，給予看者的圖像性。

昂希如何以康丁斯基的抽象繪畫理論作為批評現有的繪畫現象問題，並且以昂希

的生命現象學角度為抽象繪畫理論提供內在的詮釋方式，亦同時分別以徹底主體

的感性與宇宙的形上學表現，表達出抽象繪畫的特質。本章與下一章將會以現象

學的理論為主軸探討如何以現象學理論更進一步鞏固上一章所討論的繪畫現象

之相關議題。 
昂希認為笛卡兒「我思」的自我明證性（évidence en soi）並不在於由嚴格

方法論的思維內容所給予，「我」作為一個主體，亦即是一個能夠思維的物 （chose 
pensante, chose qui pense），在沒有思維內容的給予下，思維物仍然可以另一種方

式給予自身的自我明證性。因此到底思維物在現象顯現裡扮演了什麼角色？思維

物的存在就是等同思維現象的內容嗎？昂希探討思維作為一種顯現的現象，以笛

卡兒嚴格的思辯角度，將現象的顯現以「現象性」方式區分為「實體性」與「實

質性」。「我思」的思維現象顯現隱藏著一種力量或純粹感受的層面作用於「我思」

本身，一種「感受」的觀看與觀看內在的方式，從而更深入探究抽象繪畫的觀看

如何可能。到底昂希從笛卡兒的詮釋裡，如何輔助我們思考抽象繪畫現象的問

題？ 
 
第一節   「我思」的自我明證性如何被給予？ 

縱觀哲學史的貢獻，笛卡兒常被視為現代哲學的「開端」（Commencement），
開端可以包括某事件的發生，例如確立理性的運用和方法論的建構，但對昂希而

言，此開端並不僅是「新」方法的意義，也不是一種憑空造想，而更是一種「徹

底」的意思。94也就是將傳統哲學的問題帶到一個徹底的哲學結果：將「思想」

與「存有」的問題重新以「我思—故我在」方式表述。為何昂希認為「我思—故

我在」是一種「徹底的開端」？  
昂希認為笛卡兒對「存有」本質探究是奠定了徹底的開端，任何「存有」的

基礎直接等同於現象（phénomène）本身，或者說，現象就是所有存有的基礎，

皆說明了只有在現象的建構下，對於任何「存有」探究的「開端」才可能，亦代

表著對於「存有」的探究必須直接從具體事物的存有和它們的現象中排除，事物

的現象只是流俗的意識裡混合與湊拼。因此，存有本身必須是純粹的表象，凡是

現象的顯現皆等同於存有的「有」，純粹的現象以外的存有，就是虛無的不存有。

存有的探究皆於純粹表象的運作中裡獲得彰顯，而笛卡兒則稱現象本身就是「思

想」。從「思想」與「存有」的哲學問題出發而言，哲學家為思想活動如何通達

                                                       
94 GP, p. 18; p.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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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存有，尋找出可能的方法，而笛卡兒以「我思—故我在」的命題建立兩者的可

能關係，則被昂希視為一種徹底的開端。而笛卡兒更徹底之處在於，在兩者之間

關係建立中，並不單僅是「故」（donc）的因果推論關係，反而更包含著等同與

相同的絕對關係，即是為了確保「存有」完整地被「思想」把握的絕對可能，不

只「我思」等同於「我在」，而且凡是「我在」皆只是於「思想」之內 （We are, 
only in thinking）。因此笛卡兒的徹底開端，背後則翻轉了存有與思想的位置和消

除了兩者的距離，在原本的「思想」與「存有」之間的間距之中，思想獲得存有

的內容，而保留存有的形式空間；或者存有獲得思想解放後，使存有本身具有更

豐富意涵。反而，從笛卡兒的徹底開端下，所有關於存有的問題都必須思維的內

在裡展現，亦即是說，所謂的存有的現象只是思維物的內在顯現。 
昂希認為如果我們用笛卡兒方式看待現象學的進路，明顯地，他排除了任何

對於「我思」本身的詮釋是建立於存有者和存有者的存有本身的主張，即是思維

的純粹表象是徹底無關於一般事物和事物的存有；或者說，此種笛卡兒的現象學

主張並不考慮表象本身與表象所顯現之間具有任何的差異。昂希認為此徹底的方

法對存有的探究是創立了「實質現象學」的基本規範，他說：「思維物的觀念（idée 
de res cogitans）之意義，始於思維物作為一個事物，在於其本質就是思維本身，

無論從思維物的實體性和實質性都是純粹現象性的實體，別無其他。」95昂希如

此徹底解讀笛卡兒思維觀念的原意，除了為自己於實質現象學尋找合理基礎之

外，昂希認為此種解讀策略是批評將笛卡兒的思維視作一種反思性哲學的工具與

理論，他們藉由透過笛卡兒「我思」之名，將我思所顯現的思維表象，作為「我

思」的本質或者思維物觀念的自我明證性，此種詮釋方式是昂希所反對的。笛卡

兒強調思維物的觀念比外在事物或其存有更具有優先性，理性的自發性所具有的

直觀與清楚先天觀念可以穿透存有本身。但在理性的實踐之中，會產生與自我明

證性觀念不一致的衝突，破壞純粹思維表象的自我明證性。因此昂希試圖可以透

過對笛卡兒的詮釋，從而提出一套符合純粹思維物觀念本身和思維現象顯現相一

致的現象學理論。昂希認為思維物的觀念與實體是唯一可以清晰解釋純粹思維表

象的自我明證性，而並非思維內容的結果，根據昂希重新詮釋思維物觀念本身，

以批判反思哲學方式為首解讀笛卡兒，從而轉向一種笛卡兒內在哲學的解讀。 
笛卡兒的懷疑哲學操作中徹底地懸擱我們於世界所看見、聽到或觸摸的感官

內容，例如他所走路與站著的地球、他的房間與所有事物他所看見，以上此感官

內容對笛卡兒而言，都是幻覺與夢境，是他對自身作出「懷疑」的對象。但是笛

卡兒所針對感官內容的懷疑方法真的能夠獲得純粹思維表象的結果嗎？昂希認

為反思哲學的解讀從笛卡兒在沉思錄的懷疑論裡，他已經失去了對明證性的徹底

要求，因為在懸擱活動裡，雖然他可以以命題的建構貫徹明證性的絕對要求，例

如他懷疑了一切的週遭的生活，把一切感官活動加以懸擱。但他於思維物的設定

中，仍然以一個自然人的身份進行思維活動，他並沒有為思維物的存有狀態進行

最後的懸擱，亦即他雖則是一個思維物實體（res cogitans），但他仍然視自己作

                                                       
95 GP, p. 21; p.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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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個屬於世界的人去執行懸擱活動。96當他們將笛卡兒的思維物實體視為一個

自然人存在於世界裡，則所有思維的自我明證性皆產生矛盾與不明狀態。以下段

落試圖說明昂希如何表述此問題，以及為此問題尋找可能的出路 。 
根據我們一般對笛卡兒的解讀裡，以懸擱的作用的目的在的於區分「純粹表

象本身」與「表象所顯現」的雙重表象，以建立真實表象的機制，將「表象所顯

現」視為一種需要被懷疑與否定的表象，從而借助此懷疑的動力建立真實的表象

本身。而昂希認為此機制或表象的意義本身就具有一種「觀看」活動的介入，以

及關鍵在於笛卡兒如何採取「觀看」的行動以建構表象，從而決定了思維的明證

性。為什麼昂希認為如何解釋笛卡兒於在「表象本身」與「表象所顯現」之間的

關係，決定了笛卡兒對於明證性的本質論述？到底怎樣的懸擱方式才不會墮入自

然人的外在世界的圈套？而怎樣的「觀看」行動才不會與「表象本身」的純粹思

維產生不一致？ 
首先，昂希並不認為「表象本身」與「表象所顯現」之間的兩者所建構的是

一種綜合思維與經驗的現象命題，此綜合的建構明顯地預設了思維與存有是一種

內在與外在的存有論區分。因為反思哲學的笛卡兒主義者認為，從「我思，故我

在」的命題中提出一個典範的範例，可以演釋出多種意向的相關項（corrélat 
intentionnel）的表象命題 97，例如「我思考我在觀看」或「意識總是關於某物的

意識」，將「表象所顯現」視為一種外在存有物，早已預設「觀看」模式是對應

於被觀看的外在對象，並以一種「外在」與「綻出」（ek-stase）存有論界定出「表

象所顯現」。因此，所謂的「觀看」即是實在地接受外在表象所顯現，作為思維

表象的經驗與料。 
其次，以意向活動的方式進行對「思維」的界定，則將「思維」本身是一種

反思的哲學，將觀看外在對象視為「表象所顯現」，然後與「表象本身」的純粹

思維自身產生區分的間距，並藉由排除和批判前者，從而證實出後者的純粹性。

不過，昂希認為以一種反思的思維去說明表象的純粹思維構成，根本不是笛卡兒

的工作目標，亦即，他基本沒有要處理外在的表象所顯現如何有助著我們建構純

粹思，更徹底地，他根本不在意由身體感官所顯現的外在表象，笛卡兒說：「我

已經仔細地指出，在此我並非處理透過身體感官所發生的觀看與觸摸，而是僅關

注觀看與觸摸裡的思維。」98如果我們並不把「表象所顯現」一種由視為外在與

綻出「觀看」所給予，和不把「觀看」本身視為一種可見的觀看的話，則純粹表

象本身的明證性仍然可以抵抗「表象所顯現」的給予。因此，到底純粹的思維表

象本身如何獲得自身的給予？到底昂希如何重新描述「表象本身」與「表象所顯

現」的關係？ 
昂希對笛卡兒的閱讀貫徹了懸擱的嚴格方法，徹底將外在的表象懸擱，把「觀

看」所具有的綻出與外在的內容拒絕給予純粹表象本身。「現象本身」與「現象

                                                       
96 GP, p. 24, p. 17. 
97 GP, p. 28, p. 20. 
98 GP, p. 18, p.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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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顯現」是一種內在給予的關係，思維本身可以從「觀看」獲得一種確定性，而

並非懷疑或者要否定「觀看」，思維最終可以與觀看獲得一致協調。到底「我思」

如何重新獲得「觀看」的確定性所給予？昂希對此問題不僅要重新定位「觀看」

行動中解剖一種內在的可能，而且更進一步是對笛卡兒「我思」的純粹思維實體

轉化為實質現象學的理論，純粹的「我思」直接地提供現象顯現的本質，現象顯

現的原初性只是發生於純粹「我思」的思維觀念本身，而非思維內容。因此會從

「觀看」行動問題裡，探究到底「思維」的實體如何重新獲得「觀看」的明證性。 
 

第二節   「對我來說，像是我觀看著」（il me semble que je vois）與「我思維到

我觀看著」（je pense que je vois）之區別 
昂希有什麼理由證明笛卡兒於「觀看」的行動是直接給予思維現象的內在，

而非外在的思維現象？ 
首先，笛卡兒的懸擱雖然是建立知識奠基的次序，區分出「表象本身」與「表

象所顯現」，但已經在上文說明，昂希指出笛卡兒並沒有要將後者進行批判後返

回前者，並視之為反思哲學，因為純粹「我思」的思維觀念作為自我明證性的概

念，基本不需要透過任何迴返作用給予自身。因此，此立場的重要性在於，雖然

他不考慮任何感官經驗內容作為給予純粹表象，但並不代表否定「觀看」本身，

亦即縱使笛卡兒否定了觀看行動裡的感官內容，但並沒有懷疑觀看行動裡，觀看

所給予的純粹體驗自身（pure épreuve d’elle-même）99。昂希引用 Ferdinand Alquié
對沉思錄的註解：「笛卡兒並沒有要對『觀看』具有不確定的意思，反而他不確

定的是，他思想到他在觀看（penser qu’il voit）。並且他所肯定是，並不是對觀看

的反思意識（conscience réfléchie de voir），反而是對觀看的當下印象（impression 
immédiate de voir）。」100以上的觀點表達了兩個重點，一是觀看所給予並不在於

「表象所顯現」的意識對象，以及在觀看的行動中，不在於為意識對象尋找經驗

與料的明證性。二是觀看行動可以當下獲得思維自我明證性，觀看本身於被給予

的思維獲得正面的動力，而並非只是一種輔助的角色。 
第二，當昂希認為笛卡兒所建構的觀看行動與思維現象並非一種迴返的作用

之後，則意謂著「觀看」的行動屬於「我思」的思維內在，同時思維可以以觀看

方式獲得明證性。而昂希引用笛卡兒的第二沉思時，則說明怎樣的觀看本身可以

於某程度上等同於思維本身，笛卡兒說：「這非常肯定的是，對我來說，像是我

觀看著、聽到和感到熱；以及這些確實地在我之內，稱之為感受（sentir），而感

受正好確實地把握的話，它無非物就是思維本身。」101上文正是昂希極為著重強

調的部分，昂希認為笛卡兒於思維的明證性所被給予的，並非透過對外在的反思

                                                       
99 GP, p. 25, p. 17. 
100 GP, p. 28, p. 20. Ferdinand Alquié 對此註解的全文為以下: « Descartes ne veut pas dire qu’il est 
certain, non de voir, mais de penser qu’il voit. Ce qu’il affirme, ce n’est pas la conscience réfléchie de 
voir, mais bien l’impression immediate qu’il a de voir. » 
101 Descartes, Œuvres de Descartes, publiées par Adam et Tannery, Paris,Vrin, CNRS, IX, p. 23. （以

下簡稱 AT) « il est très certain qu’il me semble que je vois, que j’ouïs, et que je m’échauffe ; et c’est 
proprement ce qui en moi s’appelle sentir, et cela, pris ainsi précisément, n’est rien autre que pen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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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迴返作用的方式進行，而是「觀看」以「感受」的方式可以直接給予純粹思維

本身，亦即純粹現象的顯現。 
為何笛卡兒認為我所觀看、聽到和感受的自身仍然可以相容於思維本身，甚

至等同於思維？首先，昂希認為「對我來說，像是我觀看著」（il me semble que je 
vois）與「我思維到我觀看著」（je pense que je vois）兩組命題宣稱並非表達相同

的意義。102後者的命題如上文所說，是一種反思意識的觀看，透過一種外在綻出

的觀看內容給予思維的確定性，但問題是反思活動並不能給予思維的原初確定，

透過反思活動開放可見的視覺場域，昂希認為此詮釋的效果不僅是摧毀「我思」，

而且將整個「思維」的確定性置放於一種不確定的觀看之上，這是笛卡兒批判所

反對的。103 
反之，真正給予思維自我明證性的方式是發生於觀看與思維的徹底內在之

間，「對我來說，像是」的意義是一種具有內在的思維觀看，在懸擱活動下，觀

看行動並非觀看外在可見的對象，而是一種觀看自身的自行給予行動，它透過「感

受觀看」的方式獲得思維內容的本質，從而與思維本身取得自我同一的純粹表

象，亦即「我」作為「我思」與「觀看」之間任何的間距，「我思」是活在當下

「觀看」所給予的知覺活動，以「感受」方式進行觀看意謂著觀看並不是一種與

思維具有間距的活動，而是感受觀看的當下可以立即給予思維的明證性。因此感

受我們所觀看、感受我們所聆聽的或感受我們所觸摸，這些能感受的特質是內建

於主體的思維之內，並且於思維活動之前運作於主體內在，思維的原初感受方式

能夠直接獲得現象的原初自我顯現，自我感受就是原初地呈現思維本身，並非依

靠現象的外在內容。因此我們看見，所謂的「思維」觀念的本質並非由外在的反

思意識活動所給予，而是「我正在感受到我在思維，所以我存在」（Je sens que je 
pense, donc je suis.）。104以自我感受作為思維活動給予下，以及「我」作為思維

物的意義下，可以進行理解、肯定、否定、想像和感受。「我觀看著」是受到「對

我來說，像是」的「感受自身」所給予，從而確保「我觀看著」的感受內容是以

思維的內在方式所給予。昂希對此詳細的討論是出自於笛卡兒對思維本身的明證

性要求所出發，昂希與笛卡兒同樣認同，思維觀念和純粹現象於本質上是內在等

同，但以純粹現象顯現的層面上，純粹現象必須尋求「感受觀看」的內在給予，

以確保與思維觀念相一致。因此思維的明證性必須透過「感受觀看」以符合思維

觀念，並且兩者的一致性只能以內在方式完成。 
在面對一種佔有主流立場的反思哲學的解讀，為了維護純粹我思的明證性是

一種絕對自行給予的方式完成，昂希則以一種當下直接與非反思的方式解讀。笛

卡兒對於「我思」的沉思意義並非與「為知識建構方法的基礎」掛上直接的等號，

如果我們將「我思」僅視為只是一種所有知識方法的基本架構，以作為所有科學

的基礎，並使用於科學各領域部分，則「我思」所建構的藍圖基本是無異於其他

                                                       
102 GP, p. 28; p. 20. 
103 Ibid. 
104 GP, p. 29; p.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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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方法，僅將哲學本身視為科學一部分之一，忽略了「我思」對形上學沉思的

層面。雖然無法肯定昂希的解讀是否直接等同於笛卡兒「我思」意義本身，但可

以確定的是，昂希以生命與感觸的現象學概念進行解讀，是為了瓦解對笛卡兒不

完整的解讀。並且昂希對笛卡兒「我思」的解讀明顯地滲透著一種生命作為思維

與自我本質的說明，以表達「我思」與「思維」之間具有更深層的意義。以下部

分的段落將引用一些學者的詮釋，到底他們的解讀如何更能夠將笛卡兒的「我思」

與思維透過生命現象學方式帶進更深遠的意義。 
 

第三節    自我顯現作為純粹的「我思」的本質 
反思的思維方式無疑地忽略了展現思維現象的其他可能性，「我思」作為反

思哲學以取得思維與存有的一致確定性，其實排除了「我思」與思維的當下確定

性，以致於使「我思」必須分離自身，而失去自身的同一性。Kim Sang 
Ong-Van-Cung 認為思維與「我思」的一致性並無法以真理的陳述方式（vérification 
de l’énoncé）完成，她認為真理的陳述或者「我思」的真理化（vérification）過

程裡，必須「存有」才能思維（Pour penser, il faut être），亦即存有必須返回思維，

思維才能真實地被表達，但是真理的陳述並不是「我思」的經驗條件。105因為思

維本身已經是一種非直接的反思，如果當下思維以存有的方式被陳述時，思維的

內容已經成為過去的思維（pensées passées），再也不是現在當下的思維，我們所

檢驗的思維再也不是我們所持續把握的思維本身。不過，為了避免「我思」停留

著過去的思維而重新跌進自我對象化的迷宮時，這是否意謂著我們無法對過去的

思維有重新迴返的可能？到底如何能夠在面對思維的對象化同時而可能保持「我

思」同一性與自我（l’identité et l’ipséité）？Kim Sang Ong-Van-Cung 認為「我思」

的思維就像一道小徑，「思維」所給予的「我思」並非只有單純的（simplicité）
可能性，亦即並非只是前往與返回的思維呈現方式，思維的複雜性（complexité）
在我思的給予下，呈現在思維的路途上（cheminement de la pensée）。106而「我思」

給予「思維」的方式並非只有將我思的自我對象化，再以反思方式尋找思維內容

的存有用作對「我思」的證成。她認為思維的複多性的展現，不能停留在「我思」

的具體經驗層面上被陳述，亦同時指出「我思」在存有之外才能展現出思維的堅

韌（la perseverance de la pensée），就如同笛卡兒對自我認識的尋問：「我是真實

與千真萬確的存在物體，但是什麼物體？我曾說作為能思維的物體，到底比一般

物體多了什麼？」107笛卡兒的問題早已超越於「我思，故我在」所思考的範圍，

「我思」所導向的已經多於「我存有」的結果，亦即是說「我思」的思維顯現是

更多於「存有」本身，因為「我思」作一個思維物已經預設了一個絕對存有的前

題，而並非只是「我思」所演繹的推論結果。因此「我思」的思維顯現突破於「我

                                                       
105 Kim Sang Ong-Van-Cung, « La vie du sujet. Michel Henry lecteur de Descartes » dans Grégori 
Jean et Jean Leclercq （éd.), Lectures de Michel Henry. Enjeux et perspectives, Louvain, Presse 
universitaires de Louvain, 2014, p. 282. 
106 Ibid., p. 283. 
107 AT, IX, p.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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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存有限制，在沒有單一反思的給予之下，「我思」多於其他物體的地方在

於，「我思」是觀念的本質與實體，「我思」透過觀念給予思維的內容。但問題是

到底「我思」如何可以透過思維的複多性顯現出觀念的本質與實體？或者「自我」

作為一種觀念，到底如何不重覆跳進對象化的自我與反思思維存有的迷宮，得以

充分展現自身？ 
如果我們以思維的複多性展現出「我思」作為觀念的本質與實體，則思維的

形式與觀念要如何在知覺裡重新認識事物本身？知覺與觀念之間在笛卡兒的角

度裡只有一種再現的可能關係？Kim Sang Ong-Van-Cung 引用笛卡兒的觀念以界

定觀念與知覺關係的當下性，笛卡兒說：「觀念是我們每個思維的形式，我們具

有同樣的思維知識是透過當下知覺所得的。在此方式下，當我理解到我所說的，

我不能以話語解釋任何事情，同樣地只可以確定，在我所擁有的事物觀念是意謂

著我的話語。」108笛卡兒並不是要表達出話語的不確定性，而是事物觀念與知覺

的當下性是獨立於話語的外在陳述，亦代表著事物觀念與知覺是一種內在性的關

係，Kim Sang Ong-Van-Cung 說：「觀念作為思維的形式是由當下的知覺重新認

識事物，使事物的觀念作為一種觀念。」109觀念的本質與實體是以當下的知覺方

式表達到思維的形式，當觀念透過當下知覺給予到思維內容時，觀念並不需要透

過外在的對象化方式再現自身從而給予到知覺的經驗內容。由此，昂希透過對笛

卡兒的解讀，可以發現「我思」的表達是在「觀念—當下知覺—思維」之內完成，

是一種自我顯現（auto-apparaître）本身，三者從來沒有離開自身以取得顯現的可

能，昂希說：「所謂的真實並不是客觀真實的觀念，觀念投擲自身到出竅的對立

上，觀念打開了非真實性的場域（le milieu l’irréalité），當非真實剛好避開真實，

而真實形式與實體的思維顯現於當下的自我顯現，在此剛好是生命的條件與定

義，生命超越了所有外在的錯誤把握，超越了自身的衰落，笛卡兒主義的開端就

在這道路上。」110由此可見，Kim Sang Ong-Van-Cung 對昂希的解讀透過迴避了

思維的單一性，亦即「我思」與「存有」的表面關係，更深入看到「我思」與「思

維」於觀念的本質與實體獲得一種形上學的內在意義，同時帶出「我思」對「思

維」的表達具有「自我顯現」的形上學層面。 
無礙地，自我顯現反映去「我思」並不固在與對象存有的現實的關係，反而

透露出「我思」於觀念的本質與實體裡具有一種更深遠的「自我關係」。如果我

們更詳細探究此「自我關係」的來源本質，則可以發現我思的「自我關係」於思

維現象顯現行動隱藏著一種自我意志的本質。在第四沉思裡，笛卡兒區分出兩種

由上帝所給予於靈魂之內的能力，除了知性的認識能力（l’entendement, puissance 
de connaître）的規定，以賦予我們能夠構想任何事物的觀念之外；上帝給予了我

們的意志選擇能力（la volonté, puissance d’élire），而該意志的能力於感到上帝的

                                                       
108 AT, IX, p. 124. 
109 Kim Sang Ong-Van-Cung, « La vie du sujet. Michel Henry lecteur de Descates » dans Grégori Jean 
et Jean Leclercq （ éd.), Lectures de Michel Henry. Enjeux et perspectives, Louvain, Presse 
universitaires de Louvain, 2014, p. 286. 
110 GP, p. 68, p.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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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限完美下，會產生出自我顯現的自我理解。由於意志並非面對著任何個別的事

物，而是在世界上無限的事物，亦即是上帝無限性，因此上帝並非透過任何觀念

的再現給予我們。反而是當我們面對上帝之際，在所有知性能力於脆弱與有限之

下，在沒有任何的知性輔助之際，此時的意志與自由的選擇使我們在自身之內體

驗著超越任何能力所能把握的觀念，從而使我們帶著圖像與類似著上帝的方式獲

得我對自身的認識。111此自我理解在於意志包括著我們的能力決擇去做或不做某

事情，或者更遠地，我們可以作出肯定與否定，以決定跟隨或逃離於我們由知性

所提出事物，使我們感受到我們並非基於外在力量所決定。112 
因此，我們可以看見意志所產生的自我理解是對「我思」的一種本質分析，

而此類的自我理解並非一種反思性的省思，在下文的分析之中會看到意志本身如

何於「我思」顯現思維現象裡展現出自我顯現的意義。意志作為「我能夠」的主

體性角色，意志所表現的並非建立虛無的基礎，它是對「我思」一種內在肯定，

在「我能夠」的意志宣稱與「我思」的思維內容之間的關係之中，意志是內建於

「我思」之內，並非以外在方式加諸於「我思」的思維內容。在上文曾說明，「我

思」是透過「觀念—當下知覺—思維」方式給予「思維」，在這給予的過程中，「意

志」所介入的「當下知覺」並不是預先有一個思維內容，再由「意志」決定介入

肯定與否定該思維內容，而是發生於當下知覺之際。如果用笛卡兒的語言表述，

就是靈魂的激情（passion）受外物所觸動瞬間，「意志」就可以當下肯定與否定

該當下知覺所接受的內容，亦即是說，當下的知覺雖然是受外物的被動影響，但

在意志的內在決定排除該知覺被外在力量的影響。Jean-Luc Marion 對兩者之間

的關係作出詳細的描述，以說明靈魂的激情是一種與意志的循環關係。 
他按照笛卡兒的定義將知覺以兩種方式去理解 113，分別是知覺以身體作為

原因，然後預設知覺的日常狀態；或者知覺只以「靈魂作為原因」（l’âme pour 
cause），然後當下直接視為純粹「意志的知覺」（les perceptions de nos volontés），
因為意志作為存有只能由靈魂所引起。Jean-Luc Marion 問到底意志的知覺會否

被出竅的再現對象所吸收？亦即是問，由靈魂的激情所引發的身體知覺會否將意

志的知覺主動性所取代？Jean-Luc Marion 認為知覺並不會反對於意志而破壞了

意志的當下，反而相反的是，知覺與意志實屬為一件事情，因為我們不能意志任

何事物而沒有知道我們在知覺它，就是說，任何對事物的知覺都不能離開於意志

行動的介入；無論是否透過再現的方式知覺到事物的觀念，事物觀念的知覺是首

先以意志的行動所引發的。而昂希更徹底將靈魂的激情直接將視之為無關於身體

知覺的內在自我感觸，所謂的「激情」（passion）就是感觸性（l’affectivité），是

一種原初的統覺（l’aperceptio primordiale），現象不可逾越的觸動性（passivité），
內在自我感觸使「思維」現象原初自我顯現。114昂希對此的解讀並不非完全背離

笛卡兒對靈魂激情來源的看法，因為笛卡兒認為部分靈魂的激情的確源自於身體

                                                       
111 AT, IX, p. 46. 
112 AT, IX, p. 47. 
113 René Descartes, Les passion de l’âme, Paris, Vrin, 1994, Article XIX, p. 80. 
114 GP, p. 41, p.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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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覺與外在世界的接觸而獲得，但 Jean-Luc Marion 強調的是，並非「經常」（not 
always），而是「有時候」（often），因此因外在事物使靈魂遭遇激情，外在事物

只能作為部分原因，並非完全。115對靈魂的激情來源與秩序在本文不作詳細討

論，重要在於「意志」的角色如何參與於知覺活動過程，具有一種自我顯現的作

用，從而顯示出「我思」具有一種內在自我顯現的意義。 
根據笛卡兒的說明，意志的知覺與身體作為原因的知覺是同一樣事情，因為

靈魂的意志觀看是對某物的欲求行動（action de vouloir quelque chose），這樣同

樣說明了首先他必須以激情方式所知覺，其行動必須以激情的身體知覺作為前

題，才能使意志知覺加以行動。 
 

第四節    以笛卡兒「思維物」作為生命現象學理論的基礎 
當釐清了「純粹思維」與「觀看」是一種內在給予的關係，並說明「思維」

是以感受觀看的方式給予表象之後，則下一步必須說明思維物作為現象內容的實

體如何透過自身的方式給予現象獲得顯現的可能。昂希更進一步分析「我思」的

本質，重新以徹底內在性的方式建立純粹現象顯現的原理。 
昂希以笛卡兒思維物的「我思」作為現象學的觀念的開端，強調了思維物的

本質就是思維的本質，意謂著思維物可以直接給予思維現象的顯現，現象顯現的

基本原理是根據著「我思」的本質所規定，因此昂希於將笛卡兒的「我思」作為

「思維物」以思辨的方式區分了實體性（substantialité）與實質性（materialité）。
116「我思」的「實體性」與「實質性」117足以給予現象顯現的充足理由，同時地

「我思」賦予了現象性的實體性與實質性，現象顯現的本質是直接由「我思」所

給予，即是說現象顯現過程裡，現象的本質是按照「思維物」的實體所給予

（substance pensante），而非思維內容的對象本身。思維物的實體給予思維現象

的顯現是根據以上「思維物」兩種屬性原則進行運作，使思維現象直接以內在方

式顯現出思維物的實體本身。 
以思維物實體的兩種原則進行思維現象的顯現，表示著以內在方式建構出現

象顯現的基本原理。雖然思維內容是內在於思維物的實體，但思維內容的顯現以

不同樣態方式（modes）顯現自身，根據笛卡兒的說明，知性或理解、欲望、想

像、回憶和感覺都是思維內容的樣態。思維內容透過不同樣態方式獲得可見的意

                                                       
115 Jean-Luc Marion, Cartesian Questions: Method and Metaphysic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p. 108. 
116 Michel Henry, Phénoménologie de la vie Tome I,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2003, p. 59. 
« Ce que c'est en géneral qu'un chose, Descartes le sait pour autant qu'il sait ce qu'est une chose qui 
pense, c'est-à-dire dont la substantialité et la matérialité sont la substantialité et la matérialité de la 
phénoménalité pure comme telle. » 
117 以「實體性」與「實質性」一組概念說明現象顯現的原理是根據著思維物的觀念所建立，觀

念之彰顯意謂思維現象的顯現，以確保觀念給予現象顯現是徹底內在一致。此構想雖以「形質論」

的形式與質料作為結構，但此組概念的意思無關於事物存有的形式與質料，因此本文將以「實體

性」與「實質性」作出區分，「實體性」作為生命現象的顯現原理的本質規定，而構成現象顯現

的具體內容則由「實質性」所組成，兩者皆強調現象的顯現是由生命自行給予，而非對象存有本

身。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40 
 

義。不過問題在於為何昂希需要在不同樣態的思維內容預設它們顯現的本質是根

據實體性與實質性原則進行？如同第二節曾經說明「對我來說，像是我所觀看、

感受與觸摸」，此命題所強調主體在具體觀看對象的過程，都具有一種內在感受

的肯定與給予，在可見的觀看行動透露一種感受觀看的原初性，並非純粹只是一

種對象性的觀看。同樣地，思維物作為不同樣態思維內容的實體，在於彰顯出現

象內容具不可見的實體意義，也就是說，這些以知性、欲望和想像的思維現象樣

態，並非只有可見的意義，而更具有原初顯現的內在意義。 
同時，昂希之所以區分出思維現象的內在，目的在於透露出現象的原初性與

保留其他現象顯現的方式。他指出一種機械論或力學笛卡兒主義者的主張，直接

將思維現象的本質等同於知性機能的操作，不僅是把思維現象本質以心靈與身體

的二元區分作為基本預設，使現象喪失它們自身的原初性，而且此主張排除了「我

思」作為存有者的徹底異質性（hétérogénéité radicale de l’étant）118。昂希說：「靈

魂於預設的設計與現象裡尋找自身的本質，繼而對立於身體，基於此原則下，心

靈喪失顯現的能力。」119昂希認為以心物二元的方式界定出思維現象的顯現本

質，意謂著現象於如何顯現的問題上，排除考慮現象其他原初顯現的可能。因為

以「心靈」與「身體」的兩種實體，皆以可見的方式界定出現象的本質，此區分

使得所有現象只能以此兩種方式顯現。因此，昂希將思維物的實體區分為實體性

與實質性，除了將顯現的本質以內在方式構成，而且在於開放思維現象其他的顯

現可能，並非局限於可見上。  
從思維物的實體性與實質性提供「我思」明證性的原則，思維的活動在面對

外在存有接觸之際，保留著當下給予的原初性同時，而「我思」亦拒絕了一切由

外在與對象性所給予的意義，意義的給予是由「我思」自身發生，並非一種「我

對自身進行表象」（je me représente）的先驗統覺與意義構成再現工作。笛卡兒認

為所謂「思維」早已注意到僅發生於思維實體之內，「我思」於進行觀看時，可

以由此根據自身實體性原則與實質性原則提供自身的具體實質內容，進行意義的

創造。而如此徹底內在的自我活動，唯一能夠徹底地消除客觀性與對象性的方法

也只能出自於「我思」作為「思維物」實體自身，亦即是強調「我思」就是「我

思」本身的思維的屬己性。笛卡兒對思維實體的界定說明了思維的明證性是當下

發生與徹底內在，我思的絕對內在性可以先於任何一切反思性思維方式。 
對於昂希而言，若以現象顯現的經驗層面而言，思維的表達與被給予只能以

「自行感觸」（auto-affection）的方式進行，才能具體地發生於不同的思維方式，

包括感覺、欲望、回憶與想像，思維方式皆可以以「感觸」的自行給予的經驗動

作對自身進行顯現，它強調了經驗者透過強烈地感受自身，重新對不同的思維內

容於當下瞬間時刻進行意義給予的活動。因此「感觸」並不是純粹相對於「主動」

的「被動」的先驗意識經驗綜合活動，經驗者可以自主地以不同程度的「感動」

方式進行自身思維的表達與給予，徹底地將思維內容與外在存有區分，屬己地進

                                                       
118 PV1, p. 59. 
119 PV1, p.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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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思維內容體驗。而於現象學的方法上，自我感觸具有雙重化知覺經驗的作用，

類似於在經驗的河流中扮演懸擱的角色，對不同思維活動所具有綻出的意向對象

與意義作更一進步的深刻給予，但此給予並非以再現、意向和反思方式發生，而

是以強烈的感自我產出或感受的方式解剖思維內容。 
昂希透過詮釋笛卡兒「我思」的明證性，解釋思維物的「實體性」與「實質

性」，藉此將思維本質的解釋直接套用於現象的本質之中，從而彰顯出純粹現象

的現象性（phenomenalité），直接以「現象」的本質獲得到一個屬於「內在」的

回覆，以回應或對抗當前重視存有論忽略「現象」本身的思考。他一直強調現象

的「現象性」，此概念說明現象之所為現象，理應與「存有」本身作出區分，「存

有」並不是使現象得以顯現的條件。在其它現象學的理論裡，「現象」活動透過

「給予」的方式，賦予存有的意義，現象的顯現就是對「存有」進行充實的表達

工作，如同胡塞爾所說：「有多少現象，就有多少存有」（autant d’apparence, autant 
d’être）120，因此自胡塞爾以來，現象學就是一門探究存有的科學。不過，昂希

所強調的「純粹現象性」則是逆反了胡塞爾的理論，繼而更推進徹底的地步。 
胡塞爾「現象」給予「存有」的立場，對昂希而言，並沒有指出現象學所要

探問的核心，亦即是何謂現象的本質？為了將現象學的核心問題回到「現象」本

身，他則從「顯現」的理論著手，凡是現象的存有必然地連繫於「顯現」本身，

甚至將「顯現」視為「現象」本身。「現象」作為一個不斷「顯現」自身的行動，

意謂著現象的本質所對準的已不是一個固定對象的經驗內容，而是「顯現」行動

本身，昂希將胡塞爾於 1905 年演講第三十九節所說「對象之如何」（objets dans le 
Comment）的觀點以「對象之如何給予」（objets dans le Comment de leur donation） 
方式解讀 121。由此，昂希更將現象的本質指向「顯現」的動作就是要與「存有」

或者「對象」區分。同時，所謂的「給予」如何可能，即「給予的給予」或「給

予本身」（la donation elle-même）122 並無關於「存有」或「對象」。從「現象」

到「存有」之間的意義給予過程中，「存有」僅是一個現象賦予意義的對象和結

果，「存有」並非使「現象」得以顯現的原因，現象是透過「給予」自身獲得顯

現的可能。因此「現象性」代表著現象經驗的自行給予過程中拒絕了任何「存有」

與「對象」取代現象本質的立場，昂希從而試圖透過對笛卡兒的詮釋尋找合理的

根據。 
第二，現象的「顯現」或「給予」無關於「存有」或「對象」的宣稱亦源自

於笛卡兒於思維物的本質界定，於懷疑外在世界的嚴謹方法論規範下，思維表達

的形式與實質於絕對自行給予情況，重新給予「存有」的意義，因此若把思維視

為一種現象活動，無疑思維的現象活動同樣可以區分出實體性與實質性的元素，

以表達出思維的內在性是徹底與「存有」與「對象」區分。此現象學的立場並非

與存有論加以排斥，而是重新思考現象學或者現象活動於「存有」之外是否可能，

                                                       
120 Edmund Husserl, Méditation Cartésiennes, PUF, 1991, §46, p. 152. 
121 Michel Henry Les Dossiers H l’Age d’Homme, dir. Jean-Marie Brohm et Jean Leclercq, Editions 
L’Age d’Homme, 2009, p. 62. 
122 Ibid. p.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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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要質問只有「存有」與「對象」才是現象學活動的目的與終點？昂希提出「現

象性」作為顯現的本質到底表達了怎樣的現象學模式？ 
以「現象性」的概念探究現象的本質說明了現象的顯現未必與「存有」或者

「對象」有所關連，現象的顯現可以無關於對象所給予，藉此以「現象性」取代

「意向性」的構成結構同樣地可以得到現象本質的探究。「現象性」作為現象的

顯現本質表達了一個內在的結構，給予的動力是源自於是自我顯現的行動，而且

這個「自我」（soi）明證性並非仰賴於對一個對象進行反思下所建立，而是立基

於「自我」作為思維物的實體性基礎下，確保了現象給予過程是「自我體驗自我」

（s’éprouver soi-même），使現象顯現的本質以絕對的「我」（moi）作為單位，以

彰顯生命的實體性，因此對於昂希而言，「自我」就是直接等同「我」本身。從

「自我」到「我」的主體位格轉移中，絕對「我」作為實體性並不是一個固定的

根基載體，而是一種朝著一個以生命為主的內在現象系統，最終將所有現象皆還

原為生命內在本質作為顯現的始點。昂希要清楚的道出，現象的現象性並非存在

於可見物以及可見者所身處的世界內，以及表明意識的意向哲學與此有的分析無

助現象的現象性。反而透過自我彰顯的過程裡，透露「生命」作為現象的實體源

源不斷於意義給予過程自我顯現，而現象的存在表現了生命實體的獨特性，我們

可以於現象觀察當中，發現內在生命力量的足跡。但我們無法將現象的存有視為

可見的圖像，並且把其圖像等同生命實體本身，因為現象存有僅分享著生命實體

的本質，生命的本質不可能被可見圖像所集合，內在的顯現結構以生命的自行給

予作為現象的本質是不可還原為外在世界的顯現。 
以原初自我彰顯的生命作為現象學的方法確定了「現象性」就是「生命」本

身，而不是存在於生命或自我之外。昂希以生命作為顯現的本質，並不僅是基於

理論態度所出發，他認為我們於哲學工作不外乎就是尋找一系列的證據依循著必

然的理性以閱讀與書寫制定的命題朝向古希臘的真理（Logos grec）。123任何的哲

學的研究對象被希臘真理的光茫照耀下都如此的真實和可見，現象學原理一貫繼

承其傳統「讓事物呈現自身」，事物與對象的真理始終顯露自身，獲得真理的價

值。對昂希而言，思考「生命」的可能並不是建立於以上現象學方法，他說：「如

果『生命』是不可見的，則以思想方式進入生命如何可能？以及生命的哲學如何

依然可能？」124昂希所指的「不可見」並不是意謂生命是一種神秘的事物，而是

「生命」的意義無法以可見的方式進行探索。難道我們認為透過可見的圖像就足

以顯現生命的意義？從思考生命開始到生命降臨於自身的人類也同時面臨同時

的困局， 昂希說：「當今以世界性方式解釋人類存有流行之際，授予人類存有的

特徵被事物所剝奪，忘記自身生活的真實。」對生命的省思，以確認自我彰顯的

生命可以作為一種現象學的可能，是發生於深刻自我的存有，不是表面上生命以

可見圖像自我實現，或者他人以各種方式彰顯自我，而是生命存有的顯現「在第

一自我生命體的感動中體驗自身」（s’éprouvant soi-même dans l’épreuve pathétique 

                                                       
123 I, p. 122; p. 85. 
124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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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 Premier Soi vivant），使絕對的生命降臨於自身。125先不談論此處生命顯現的

論述背後具有怎樣的宗教脈絡，我們可以在其中找到關乎於生命現象學的理論要

點。以下以「體驗自身」與「感動」的概念說明生命現象顯現之要項。 
首先是「體驗自身」作為現象顯現的重要行動，即是以上段落曾提及的「自

行給予」之所以可能，來源始於生命能夠體驗自身，自己提出顯現的實質與實體

作為現象構成的元素。「體驗自身」並沒有使生命超越自身，或者在生命之外體

驗自身。在「體驗自身」的現象模式發生之前，生命彷彿是對象和事物，自己需

要透過中介與概念獲得生命的意義。昂希認為「體驗自身」的經驗就是省思生命

的契機，自己不需要任何命題、直觀或者證據給予觀看，以清晰與明白的方式顯

現生命的意義。如果體驗並非發生於可見的觀看場域裡，則「體驗自身」的現象

模式是怎樣發生於不可見的生命之中？ 
「感動」的體驗模式運用內建於生命之內的「激情」（passion），以感覺運動

給予現象的顯現，「感動」發生於個體自我內部以強烈的感觸作用（affection）獲

得自我顯現，此感知作用所接合或意向的並非一個客體對象，而是源於自身能夠

把握的能力，以直接和接受方式獲得「感觸」內容，而在現象顯現意義裡，此感

受作用的內容並非產生於超越外在存有的視域，亦非一種生理學的感受刺激的被

動性，而是強調以自己體驗自身，不是朝向與外部意向性顯現，反而是向主體內

在的顯現，透過「自我感觸」以獲得顯現的本質。昂希指出：「感觸性是一種本

質的形式，此本質並非由某物所感觸，而是透過自身對自身的感觸，此原初的感

觸作用同時是自我感觸，自己的感受（sentiment de soi）構成與定義出感觸性。」
126在這裡，昂希要指出「感觸性」並不是「感性的」，它並無透過中介的方式獲

得現象顯現，他說：「感觸性並不是感性的，因為其本質並非感受的行動與內容，

因為它沒有將所感性的成為感性，感受之所以它所是，並非感受到某物異於自

身，感受除了感到自身之外，絕無不能感到任何事物，正確而言，就是自我感受。」
127無論現象顯現方式是主動或被動，自我感觸對現象經驗的體驗皆發生於自我的

內在主體，無關於超越。 
如果回到如何對生命的思考，生命是一種本質的現象顯現，透過自我感觸的

方式顯現自身，生命將與自我和主體重合為一，並不需要在外在存有場域尋找清

晰而明確的知覺明證性條件再證明自我的存有。以「感動」方式進入對自身生命

的領會，顯現的發生正是當下連繫於自我彰顯，自我的明證性來自於自己體驗自

身。昂希除了以感觸方式將顯現的本質返回每個獨特主體的生命之外，他同時將

「生命」作為一切存有的「原初的可理解性」（Archi-intelligibilité），指出生命的

存有先於所有現象，生命的給予使得現象得以顯現，所有現象的顯現皆發生於生

命內在，生命與現象之間是無間距的，昂希說：「原初的可理解性指向著其他秩

序的可理解性，先於事物的視域、先於事物被建構所根據的原型（Archétypes）

                                                       
125 I, p.123; p. 85. 
126 EM, p. 578, p. 463. 
127 EM, p. 580, p. 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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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域、先所有視域、先於所有使視域獲得可能的先驗事件、先於世界的表象和先

於自身所創造的一切。『原初的可理解性』就是不可見的生命。」128昂希以不可

見的生命作為現象的顯現本質是重新尋找所有現象存有的基礎，現象的存有於生

命獲得感觸給予意義之前，現象是無意義可言，甚至嚴格而言，這並非具有主體

賦予意義的「現象」，所謂外在性對生命個體而言是無法理解，這意謂凡是由生

命所給予的現象，其存有皆內化於生命之內。現象與生命之間的無間距是無法於

可見的視域中找到回應，因為於可見的場域裡，所謂的觀看，就是觀看於自身之

外的某物，而只有事物的存有與自我的間距必然存有於兩者之間下，意義活動才

會發生。 
 
第五節    現象顯現的本質與「內在必然性」 
    康丁斯基的抽象繪畫法則中，內在必然性指導著主體的精神或靈魂如何與於

抽象繪畫活動中尋找適當位置，以表達藝術的精神性。無論於觀看與創作過程

中，我們都習慣出於研究步驟的要求，試圖首先定位抽象繪畫的視域範圍，然後

從一個具體的視域內，給予繪畫現象的意義。此立場說明了可見視域是唯一能夠

將繪畫現象顯現得以可能的方法，只要研究者於可見視域的存有發現與不可見的

意義具有交錯配置的機制，即毫無疑問地指出繪畫意義的給予必須透過可見視域

作為中介才得以顯現，而忽略了不可見的意義內部更包覆著與可見視域所抗拒的

內在元素，往往這些元素是無法以可見方式於具體視域顯現。而抽象繪畫或抽象

藝術正是無法以可見方式顯現自身意義，無論是繪畫內部的形式與內容構成或者

其個別藝術精神，它幾乎需要一套個別自我充足的理論重新獲得藝術裡的精神價

值。而康丁斯基對「內在必然性」法則貫徹於自身的作品裡，除了以理論要求之

外，他必須在實踐操作方面去驗證「內在必然性」可以於繪畫裡獲得成效，因此

我們可以看到康丁斯基的理論著作裡，《藝術中的精神》則提綱挈領地說明為何

這個時代需要抽象藝術，以及追求藝術的獨立價值是出於什麼目標。而《精神》

後半部分與《點、線、面》則是自然世界與繪畫中尋找一致的藝術法則，從而將

抽象繪畫所要表達的「真實」，除了建立於以「生命」為基礎出發的精神世界，「生

命」與自然還要於更深層裡得到同一，生命透過關於對自然的創造克服藝術與自

然於法則的差別，於宇宙之間獲得藝術作品的誕生。因此生命與宇宙互為通達，

生命透過抽象繪畫內化於宇宙之間同時，繪畫的效果突破了自身畫布上的內外之

分，抽象的元素的內在生命與聲音通達到宇宙無限的深處。  
因此下文試圖在兩者的文本脈絡裡，從內在性的現象學觀點中，尋找不可見的

生命能夠印證於內在必然性法則的繪畫活動裡，從而共構出一個具有形上學意象

的宇宙世界。 
  昂希將自身的現象學任務目標劃定為現象「顯現」的本質問題，而非現象的

對象如何可能，其實將現象學的界線推一個絕對與徹底的極限。理由是，首先，

昂希的現象學指向的研究對象是非對象性，他認為現象未必以對象或者超越的方

                                                       
128 I, p. 124,125; p. 86,87.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45 
 

式顯現，亦即他沒有對現象顯現預先設定於一個特定的可見視域，因為現象是否

顯現無關於任何可見的條件作為其顯現的前題，任何一個現象於顯現之前，我們

是無法判斷宣稱現象的本質就是可見的對象或者超越本身。 
  加上，如果我們更深入思考此問題，更隱藏於對象與超越背後的「存有」，「存

有」以對象與超越性包覆自身，對於「存有」的探究，都必須以可見對象與超越

裡著手，從可見視域中獲得存有的意義，以鞏固現象學裡存有論的地位。 
總結而言，昂希試圖突破過往現象學理論的界限，他的努力有以下兩點：第

一是，現象本身如果並非以可見的對象與超越作為前題，則其現象可以獲得其他

顯現的可能。第二是，現象如果不以可見與超越的方式顯現，於異於存有論的論

述的情況下，仍然可以獲得存有的真實。 
因為於存有論的論述裡，從現象到存有之間，我們幾乎可以於表面上獲得一

個合理的邏輯，就是凡是現象呈現，則存有必然可能，並賦予現象真實的結果。

存有、可見對象與超越這個三種概念皆形成一個存有論的論述方式。但昂希則打

破此表面的邏輯關係，認為任何只要有顯現的可能，就可以獲得存有的真實，而

且顯現的本質條件是不受任何可見所限制，只要顯現獲得生命實體的給予，則任

何現象都具有真實的存有。因此昂希並沒有將「存有」預先設定置放於可見視域，

並以對象的外部所包覆。此立場將存有建立在一個不可見的視域，以內在的方式

重新賦予存有的意義，以獲得更深刻的現象顯現可能。如果存有是以不可見方式

顯現，則意謂它並沒有以特定的具象呈現於視域中，反而是一種緊貼著個體生命

所流動的圖像性（picturalité）。雖然圖像性並非昂希於現象學理論提出，而是在

解讀康丁斯基的脈絡時使用，但其意義蘊涵著一個生命運動的存有意義，昂希曾

說：「生命本質的展現，就是繪畫本質的展現。」129存有雖然必須於一個具體狀

態下獲得其意義，但展現的姿態並非可見的。此意象性的發生契機不止在抽象繪

畫上，也同時發生於我們於日常知覺秩序的分離狀態，對象的意向性突然失去聚

焦，而觀看的視野墮入某種陌生感，產生一種與日常世界意義無關的印象，但印

象無休止顯現之際，印象會展現出一種與自身貼合的意象，雖無關於外在，但內

在於主體的生命，隨著每個人生命的差異，而具有不同的意象性的模式。但我們

不能將該意象性視為一個具體圖象的先驗條件，因為意象性只是持存著不可見的

視域，而不是對象的意向性。意象性要保持自身與生命的一致性，以獲得意象運

動的來源甚至必要時徹底脫離所有可見的視覺活動，重新傾聽自身生命的聲音。 
 如果我們將圖像性對照著康丁斯基的內在必然性法則的話，康丁斯基則強調

抽象繪畫的元素是流動於自然之內，事物具有自身內在的法則，而前題是藝術的

生命能夠感受到這些內在法則，從而獲得自然與宇宙的無形的奧妙。 
康丁斯基於《點、線、面》總結了內在必然性的原則要點：第一，去發現生命、

第二，去感受它的脈動和第三，確定這具有生命力所遵循的法則。130我們可以看

到內在必然性的基本原理乃是尋找繪畫元素與自然的橋樑，而唯一可能方式就是

                                                       
129 VI, p. 70; p. 39. 
130 林素惠著，《康定斯基研究》，臺北市美術館：美術論叢 18。頁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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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生命作為兩者共同的單位。生命如何掌握自然的內在聲音與力量？康丁斯基雖

然以沒有以更嚴謹的哲學語言描述此發生的過程，但從他的書寫經驗中記錄著很

多關於被自然所震撼的例子，以此展現出他與自然所接觸的感受，直接給予生命。 
生命以內在必然性的原則展開抽象繪畫的現象，當然他必須透過「觀看」獲

得現象，而昂希所強調的「觀看」在上文已經說明，是觀看不可見，更準確而言，

是觀看自身或者體驗自身，不可見的本質並非一種觀念，並且以可見現象再現出

觀念的不可見存有。不可見是現象的實體性，而此實體並沒有與現象經驗以內外

之分產生距離，現象的實體性是無法與生命內在分離，而是生命與所有現象是連

成一體，抽象繪畫所顯現「共振」、「迴盪」和「音調」的不可見力量正是依循著

生命的脈動，圖像的力量是向內部凝聚，而且維持在內部，以更高的密度與速度

在生命與抽象繪畫現象之間運動，同時抽象繪畫的元素只開放給個體生命以不可

見的方式觀看，與感觸的生命內在活動。康丁斯基說：「由靈魂的共振所創造的

內在元素正是藝術作品的內在。沒有內在內容，就沒有藝術作品能夠存在。」131

總結而言，兩人的理論主張分別將現象與繪畫的本質以感觸的顯現方式保留於不

可見的現象場域，開放於生命以觀看自身獲得現象，從而將抽象繪畫的元素凝聚

於生命的實體內部。 

                                                       
131 CW, p.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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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抽象元素如何表現圖像性？探究實質現象學與抽象繪畫理論關係 

 
導言 

  於上一章開首說明了昂希透過笛卡兒對思維物的詮釋將現象的顯現本質區分

為實體性（substantialité）與實質性（matérialité），他將現象的實體性以「生命」作

為單位，現象的「顯現」是主體以觀看自身或體驗自身方式，彰顯生命作為顯現的

本質，間接說明了「生命」是一切現象的實體性，個體生命表達出每一個「自我」

都是獨特的主體，「自我」在觀看自身或體驗自身時，現象顯現映照了生命的實體

性，從而自我與現象之間皆分享於生命的內在實體。這是上一章論述生命的實體意

義作為現象顯現的原理。而在這一節則從「實質性」出發，論述除了以生命的實體

性規定顯現的原理之外，亦可以從生命體所感受的現象內容出發，以分析該現象內

容的實質意義。昂希以「實質」（matière/matériel）概念論述生命所體驗的現象，並

以「實質現象學」（phénoménologie matérielle）宣稱生命現象，在於說明構成現象

基本單位的「質料」（hylé）並非是一種雜多的材料，亦即是從對象經驗內被獨立

抽取出來的感覺與印象的材料，他說：「我所構想的實質現象學，是所有超越徹底

還原的結果，以質料與印象的「成分」作為解放主體性的底層本質。」132他所界定

的現象「質料」是直接連繫於生命的本質，以表達出現象的實體（substance 
phénomenologique）意義，他說：「實質現象具有能力指出不可見的現象實體，它

無非就是感觸，或者更準確而言，是使所有感觸、最大程度的感觸作用和所有事物

給予可能。以實質現象學的方式對照出現象的實體，就是以感動的當下方式讓生命

自己體驗自己。」133因此昂希以建立「實體現象學」，並以「實質」概念反對於胡

塞爾的「質料現象學」（phénoménologie hylétique）。  
本節可以從以下問題角度出發探究：(一)如果現象的顯現是必然與生命保持於

內在，則現象中的圖像內容則如何表現出生命的實體性，亦即圖像如何以一種內在

方式被顯現？(二)若以抽象繪畫現象方面剖析，則需要座落於以形式與內容的關係

作出探討，而生命現象學如何重新定位抽象繪畫的形式與內容關係？(三) 最後，

我們回到昂希對現象顯現的本質所區分出「實體性」與「實質性」，到底「實質性」

作為現象的表現如何進一步釐清昂希的生命現象學？ 
以上幾個問題，本節可以從幾方面出發加以討論，首先是從胡塞爾以「形質論」

（Hylémorphisme）的方式作為構成現象學的基本模型，昂希到底如何借助批判胡

爾塞對「質料」（hylé/hylétique）的不明確定位，以提出實質現象學的主張。而第

二是，於抽象繪畫的元素構成裡，形式與內容是互為內在，兩者都在一種內在必然

                                                       
132 PM, p. 15; p. 9. « La phénoménologie matérielle telle que je la conçois résulte de cette reduction 
radicale de toute transcendence qui libère l’essence du sous-jacent de la sub-jectivité en tant que sa 
« composante » hylétique ou impressionnelle. » 
133 PM, p. 7. « La phénoménologie matérielle est capable de désigner cette substance phénoménologique 
invisible. Celle-ci n’est pas rien mais un affect ou, pour mieux dire, ce qui rend possible tout affect, 
ultimement toute affection et ainsi toute chose. La substance phénoménologique qu’a en vue la 
phénomenologie matérielle, c’est l’immédiation pathétique en laquelle la vie fait l’épreuve de so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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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下產生圖像性，形式並非一種加諸於內容的外在性，反而是一種協助圖像「實質」

表現於內在或不可見的本質裡，因此必須重新論述兩者的關係定位。繼而，從以上

兩方面，試圖從昂希以實質的現象學展現出生命的原初顯現。上文一直重覆所論述

關於「顯現」的問題裡，「顯現」並非顯現對象本身，「顯現」被視為一個生命個體

自我顯現的動作，包括觀看自身和體驗自身等，以徹底的自行給予方式，彰顯出個

體生命作為現象顯現的本質，以感觸方式將現象還原為原初生命的實體性。昂希對

自身「顯現」的詮釋是一方面依循以「先驗」方式建立「感觸性」的普遍經驗現象

結構，「顯現」以非對象性與內在方式彰顯出生命作為現象的實體性，此論述是試

圖以普遍方式規定個別生命體的存有，以表達生命現象的普遍事實。 
但在另外一方面，如果從個別實質表現出生命的實體，則實質不可能以先驗方

式獲得生命，因為實質本身已經獲得生命的給予，這並非單僅是如何顯現的層面，

而是實質如何被可見視域所包覆的世界裡，以肉身方式表現生命的實體性。實質作

為主體性的本質，生命個體的存有先於所有思想，生命的表現才能讓思想獲得可理

解性，因此生命「表現」是超出語言所能指的，他無法被思想所還原，仍然處於不

可見的深處裡。 
昂希於晚期將生命現象學以「實質現象學」的論述重新展現，其理由如以下： 
第一是，實質是生命的表現，凡是生命體的存有物，或者由生命所賦予的事物，

皆由實質內容所構成，以實質作為所有生命的共同本質，他已經並非一種封閉於自

我的抽象本質，而是不同生命共同擁有與分享，因此我們可以實質的角度出發，探

究不同生命體之間關係與不同現象的共同性。 
第二是，目的在於釐清「實質」的存有，將實質的討論帶回生命現象本身。於

過去哲學史探究關於「實質」(物質)的議題上，皆表達出一種對實質的定義，實質

並非對象，它是構成對象與事物的元素，不管自然對象的原子、人類的身體和價值

觀念，皆可以從實質方式宣稱自身的存有以表達某種哲學立場，甚至於科學活動

中，實質具有自身的運動法則。但對昂希而言，無論是實質的存有與知覺實質皆不

能發生於生命之外，他說：「實質不再由世界與思想的法則所控制，而是生命的法

則。」134昂希要說明物質並非一種可見物，物質的存有並不是純粹的外在性，它是

與生命的感知有所連繫。這看法同樣出現在康丁斯基的理論裡，康丁斯基認為科學

活動裡，自然的運動也離不開內在必然性的法則，在觀察自然物質過程裡，物質並

非一種惰性的質料，純粹依循著科學所建構的外在律則，以因果方式進行運動，無

論是在顯微鏡裡的細胞還是動物的身體結構都表現了活潑的生命力量，而此種力量

則是由內在必然性法則所給予。 
 

第一節    「實質現象學」的可能：批判胡塞爾的「質料」問題 
    昂希提出「實質現象學」主張的其中一個面向，是批評胡塞爾的「質料」與「形

式」同一問題所開始。我們可以透過昂希如何批判同一的問題，獲得他重新改造「質

料」的原有功能，從而引發了他對「實質」的構想，以及試圖以另類方式重新說明

                                                       
134 PM, p. 58,59; p.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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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料與形式的關係。 
首先要回顧胡塞爾如何在內在時間意識的體驗流內容裡定位出「質料」的位

置。胡塞爾認為意識的體驗流是由兩個部分所構成，一部分是「原初內容」（primary 
content），另外一部分則是體驗流所承受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135而在「原初

內容」的部分是屬於「感覺的」（sensuous/sensual）體驗流，而且將會與它們最高

的種（highest genus）—「感覺內容」（sensation content）所同一，例如有色彩與料

（Data）、觸感與料與音調與料，如此這樣我們就不會再與物理事物的顯現運動，

如「粗糙」與「著色」所混亂，它們都以「內容」方式於體驗流「呈現自身」（present 
themselves）。同樣地，感性的愉悅、痛與發癢感覺，這些感性運動都屬於「驅動」

（drive/implusion）的面向。136而感性體驗流裡是以「意向」（intentive）作為整體，

而且感性運動皆由「給予意義」（bestow sense/leur donne un sens）的層次所覆蓋。137

簡單而言，「質料」（感性元素）於體驗流被重覆地重新賦予它的不同意義，首先是

「質料」被歸類為各種感覺與料（Data），以方便與事物的客體性質相同一，138其

次是「質料」被「給予意義」成為具有意向性具體內容的基本單位。因此，胡塞爾

總結出「感性」（sensuous/sinnlich）與「意向性」（intentive）的對立與同一於現象

學發揮了主要角色，從而定位出它們兩者的關係，並且以「質料」（stuffs）與「形

式」（forms）的概念指稱兩者，前者是一種無形式的質料（formless stuffs），而後

者則是無質料的形式（stuffless forms），他認為兩者的定位是剛好適合由相互關聯

原則（doctrine of correlates）所確認。139 
從以上的內文所提及，胡塞爾確認了體驗流的內容是由質料與形式所「構成」

（constitution），但從「質料」於「表現」（locution）140的部分而言，「質料」被改

造成不同的意義，感性的體驗流（sensuous mental process）則不能再維持自身相同

的概念，質料的表現性質是作為「感覺意向的體驗流」（sensuous intentive mental 
processes），並非純粹的質料流（bare hyletic processes）141。兩者的定位並非同階，

後者總是被賦予到前者，而後者則作為一種功能性的質料概念（functional concept of 
hyle） 142。由此可見，胡塞爾體驗流內容的構成繼承著亞里斯多德的「形質論」

                                                       
135 Edmund Husserl, Ideas pertaining to a Pure Phenomenology and to a Phenomenological Philosophy. 
First book: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a Pure Phenomenology, trans. F. Kersten,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82, p. 203. (以下簡稱為 Ideas) 
136 Ibid. 
137 Ideas, p. 203. 於法文譯本裡，譯者呂格爾於註解裡補充說：「意義給予就是『形式』（morphé）
的事實。「意義」根據第 55 節是局限於事物的意向同一：此詞的意思擴延到所有意向性的層次。」

Idées directrices pour une phénoménologie, trans. Paul Ricoeur, Paris, Gallimard, 1950, p. 289. 
138 根據 John Locke，感覺與料與客體性質皆分別指稱著次料與初料的感性性質，直接等同於經驗

知識與實在事物對象。 
139 Ideas, p. 204. 
140 英譯本的用詞是 Locution，而法譯本則是 l’expression。胡塞爾在第八十五節的論述鋪陳中，首

先是以構成方式說明質料與形成的組合方式，而於「表現」的問題論述是為了承接於第八十六節裡，

關於質料的功能性如何與意識進行對象性綜合。 
141 胡塞爾於相同的段落繼續說明：「感性物」（sensuousness/Sinnlichkeit） 於狹義上是指稱著現象

學的剩餘物（phenomenological residuum），而它的意義（senses/Sinne）是由外在知覺所媒介。」因

此所謂感性的質料經由還原後，仍然具有指向外在的原初意義，並非具有主體感性內在意義。 
142 Ideas, p.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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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lemorphism）主張，「質料」由意向性同一後成為意識內容的基本質料，而「質

料」經由意義所給予後，其存在是一種指向外在事物的構成，並不剩餘任何心靈內

部層面（psychical side）的意義。 
在以上的簡要回顧裡，可以總結出胡塞爾試圖以「構成」與「表現」兩方面論

述體驗流是以「質料與形式」所組合，但我們可以發現胡塞爾對「構成」的描述並

非與「表現」方式相一致，他所定義「質料」的本質出現了悖論的結果。在「構成」

方面，胡塞爾首先指出「感性元素」於自身沒有任何的部分是涉及到意向性並實現

於具體意向體驗流。143這意謂著感性元素或質料是絕對主體性，是由主體的感受親

自給出與給予，此質料的生產是隨著不同主體的感觸而具有不同強度的給予，亦即

質料代表著生命力量的標記，因此質料的本質就是生命體以不同程度的感觸體驗模

式。昂希則指出「質料」的本質是以由兩方面定位，於積極面是，質料透過屬於真

實絕對主體性作為構成自身質料與存有；而在消極面則是從質料自身排除出所有意

向性。144胡塞爾並沒有考慮於質料與形式於本質上並不屬於同質，但同時又宣稱將

感性元素的質料是來自於感性的主體。因此，基於兩者的本質是絕對的不一樣，意

向性的形式與非意向性的質料到底如何表現為一個完整的意識內容，而且從中區分

出兩者之間哪一方作為另外一方的基礎，成為昂希質疑胡塞爾的地方，因此必須重

新探討實質的本質，以恢復實質於現象構成的主動角色與地位，將以另外一種方式

剖析質料問題。 
昂希很明顯地放棄了胡塞爾以形質論的方式說明體驗流內容的本質，縱使胡塞

爾宣稱質料與形式是構成體驗流的兩種本質，但他依然沒有將如何表現的問題加以

解釋，例如感性元素是否經常有意向功能（intentive function）或者意向性在沒有感

性基礎（sensuous foundations）下是否能夠具體呈現。145因此在這些未決的狀況下，

我們只依據現象學的基本原則去為質料的問題尋找出路。基於質料是本質分析

（eidetic analysis）下所唯一給予的真實元素，昂希認為「質料」作為唯一合理的

基礎下，只要將質料的給予基礎加以鞏固，則它不需要任何前題的條件下，質料仍

然「存在」，它是所有事物的基礎，若任何東西是存在，則實質當然存在。146在這

情況下，他提出說：「就我所觀察而言，實質現象學是對所有超越徹底還原的結果

下，而提供印象性與質料性元素作為主體性的基本本質。」到底實質如何被區分出

自身獨立自身的意義，從而恢復「質料的尊嚴」（l’hylétique la dignité）147？ 
首先，要探究「質料」的本質，昂希試圖界定出「實質」原初給予的可能界限，

即亦質料如何離開「體驗流的規定」與「能思與所思的關係組合」。因為「質料」

於以上兩組的位置都以「印象」與「經驗與料」概念被定義，例如「質料」指向著

是一種印象的本質，或者純粹痛與快樂以及活生生的體驗流都被定義為印象的性

質，而印象的定義都被視作為意向與構成現象學裡的某個集合。148質料於知覺活動

                                                       
143 Ideas, p. 203. 
144 PM, p. 14; p. 8. 
145 Ideas, p. 204. 
146 PM, p. 15; p. 9. 
147 PM, p. 26; p. 18. 
148 PM, p. 16, 17; p.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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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並無扮演任何的主動的角色，它只屬於印象元素，或者只被現象學視為明證性作

為證成意識存有的唯一合理根據。而在情感與意志運動裡，質料被視為感性與料

（data sensibles）以定位出其體驗流的擴延內容。149 
另外一方面，胡塞爾以質料視為印象性的經驗與料，為了把它視為一種於反思

之前的未知運動狀態，他說：「在知覺體驗流裡，質料被容積於內在環節（inherent 
moment），但不能在其中被知覺或者把握為對象。」150根據以上定義，我們可以得

知道，實質與真正的印象所扮演的角色並不具有任何「構形的角色」（caractère 
informant），它們於意識內容的構成並不是一種主動與行動的意義，縱使美、醜、

愉悅與悲傷的感受行為是一種感觸的體驗內容，但感觸性的彰顯都必須以對象為導

向層（aspect objectal-objectif）作為前題，以方便在世界中被觀看，而並非質料直

接作用於感觸內容的顯現。因此這時候，質料必然只成為一種特定感受的述詞

（prédicats de sentiment） 指向到特定對象，以輔助感觸的感受行動可以以「能思

與所思的構成圖式」（schéma de la constitution noético-noématique）加以描述。151但

在此圖式下，我們無法理解該感觸的感受內容本身是什麼，而且無法正視該感受內

容的本質，胡塞爾為了避免感受內容淪為心理主義的純粹感覺和印象的集合，而因

此扭曲質料於感受內容的主動角色，而並非為感觸內容建立適當的描述方式。 
由此可見，我們可以發現胡塞爾的意識構成現象學範圍內，質料的現象學是無

法被正視，質料僅被運用為意識內容作為基本元素，但無法定位它該值得擁有的「財

產」，胡塞爾主義的現象學在「顯現」的設定上，仍然僅開放在一個可見的知覺場

域為前題，只有具有可見的東西才具有顯現的可能。昂希說：「事物的顯現唯一集

中於意向性裡，因為只有意向性才可以完成顯現的工作任務，而所有事物不是意向

性都不被擁有顯現的功能。」152 
現在問題是，如何替質料取回主動和形構的角色，質料並非僅是一種被形式表

面所包覆的內容，而是每個組成經驗內容的基本單位都是由形式與質料組合而成，

昂希認為我們無法無視胡塞爾既有的先驗意識現象的構成問題，其中可行的方法就

是只有在先驗知覺對象的構成裡，對「對象之如何」（objets dans leur comment）的

事物給予模式重新以質料方式為主導進行反思，才能改變現行的現象學規範。因為

在「對象之如何」的情況裡，先驗知覺的對象是以感性的現象（apparitions sensibles）
的方式被給予，而感覺與料的確扮演著基礎的角色作為所有被知覺對象的給予物

（donation）。在此情況下，在「能思」（noèses）的內容構成裡，質料可以以給予

物的身份取得對象構成活動的主動權，它並非受制於意向的能思（noèses 
intentionnelles）以主觀輪廓（esquisses subjectives）所供給，因此在此情況是恰好

顛倒，是質料內容構成了主觀輪廓的姿態與秩序。153昂希說：「質料於能思的行動

裡並非僅是盲目的內容（simple contenu aveugle），它能夠根據自身的意志可以形構

                                                       
149 PM, p. 20; p. 13. 
150 Ideas, p. 240. 
151 PM, p. 22, 23; p. 14, 15. 
152 PM, p. 24; p. 16. 
153 PM, p. 27; p.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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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的內容，印象性質料以自身屬己現實的形態支配著能思，而一致於質料顯現的

角色。」154 因此只有以質料為主動角色構造能思的真實內容，才能重新賦予形式

的意義。 
不過，昂希認為要真正給予質料主動性的方式，不僅是顛倒質料與形式的主被

動位置，此問題的回覆更要背離形式與意向性對質料與印象的控制，意向性在先驗

對象構成的角色在於確保對象的合理性以及給予對象的觀念意義，而使先驗對象不

會與現實所分離。昂希說：「意向性是讓某物被觀看同時具有合理性的功能。讓某

物被觀看即是讓它以某事物的方式被觀看。」155這意謂著縱使能思的感性內容是由

質料為主動方式所建構，不過最後於意向性的意義給予上，感性質料內容仍然被排

除在意義形構的工作之外。而且由於現象學之重要意義在於以主體的存有意義與個

別主體方式重新對所有對象賦予真實的意義，因此質料現象學依然被獨立於意義給

予的意向性現象學。質料現象學仍然沒有擁有任何指稱（signifiante）事物意義的

權力，因此昂希認為不僅是質料作為知覺對象的給予物，而且同時最終的意義給予

以質料方式作為主動給予，他說：「我們將會兩次回到給予物（donation）：第一次

是所有對象性構成的最後可能性；第二次為最終的給予物，世界的被給予是由質料

所給予，而質料則由自身所被給予的。」156到底質料如何可以作為所有事物與世界

的最終給予物？這意謂著質料於世界的意義給予裡扮演了什麼的角色？ 
於本節開端說明了質料是構成所有事物的基本元素，包括生物和化學上，皆以

物質或質料作為對象的構成基礎，這是現代科學對「物質」的廣義的說法，他們對

物質的探究是建立可見性上，不論是以科學公式的演算或者顯微鏡的輔助下。而在

昂希的現象學裡，質料同樣是構成所有事物的給予物，但並不認為是發生於可見知

覺場域裡，因為質料於可見的知覺場域裡，質料的表現仍然仰賴於既有的可見意義

上。由此質料必然需要透過自身所給予，才能絕對地確保質料作為所有事物的給予

物，是完全由質料直接給予，不論是在質料的構成與意義的給予上，都是以質料作

為主動的角色。昂希說：「質料將回到質料自身的自行給予問題上，以及回到原初

給予（archi-donation）有沒有以自主方式（façon autonome）執行自身的問題上。」
157   

不過，胡塞爾將「原給予」視為「時間性」的「原初構成」（l’arch-constitution 
du temps）158，藉此將最終的給予性以「出竅」（ek-stase）瞬間獲得外在性的給予。

在此情況下，「原初綻出的時間」（l’archi-extase du temps）將體驗流內容的絕對「原

給予」，連帶著印象內容，試圖突破只有當下片刻印象的內在問題，將體驗流內容

賦予具有時間維度的具體意識內容。因此同樣地，連同印象與質料在內皆成為時間

性的「原初意向」（l’archi-intentionalité），印象本身無法以「自行給予」（auto-donation）
與「內在本質必然性」（nécessité eidétique immanente）作為抵抗意向性的理由，這

                                                       
154 Ibid. 
155 PM, p. 28; p. 19. 
156 PM, p. 29; p. 20. 
157 Ibid. 
158 PM, p. 30; p.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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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胡塞爾以時間性為體驗流內容突破內在意識性最後的手段。 
在前上述引文所言，若把質料作為「原給予」，重要關鍵在於：第一、原給予

有沒有徹底要執行自身；第二、質料有沒有完全把握自身以自主與主動方式表現自

身。關於第一個關鍵，昂希認為「印象」不能作為「經驗的確定原理」（principe 
determinant de l’expérience）159，由於印象被賦予為一種於體驗流內容的具體構成

之前，意識已經以「印象性」的感觸方式獲得質料，他說：「意識經常以印象性方

式被感觸，但此「印象」更正確而言是『印象性』（l’impressionalité）構成意識自

身。」160亦即質料徹底地執行自身早已發生於印象獲得感性體驗流內容與意識某事

物之前，意識所擁有的經驗並不是由個別不同印象作為組合單位，或者像休謨直接

將印象等同於意識經驗的總和，反而是質料早已經在體驗流具有感性印象之前，已

經給予所有印象的現象性元素。因此印象並不是真正體驗流的感性內容的原理，而

印象於體驗流具有具體的感性內容之前，印象性的質料已經以感觸方式給予所有現

象的現象性來源，質料是構成所有意識具有現象性的現象學實體。因此質料於經驗

的原給予並不是發生於可見的現象裡，例如印象或者與料的接受性，而是實質是所

有現象之所以顯現為現象的基本元素。而第二個關鍵在於質料如何把握自身以主動

角色表現於世界，昂希認為經由上述所宣稱說，質料以「原給予」作為經驗的現象

性之後，「被給予」的現象經驗，儘管是具有對象性或者超越性，都尋找到包覆著

感觸述詞的層次（se trouve revêtue d’une couche predicat affectivité）161。因此，在

質料的直接自行給予下，可以能夠解釋為什麼一些非感觸性與非感性的存有物仍然

具有音調上的感性特質（sensibles tonalement）的特質，甚至宇宙或自然覆蓋著一

種情感的生命（vie émotionnelle）的肉身（chair）162。皆因為凡是生命的事物都由

實質的元素所構成，同時於生命所給予之下，質料並不是依循著某種科學因果法則

或服務於形式的規定而失去自身的現象學構成與表現的位置，它於生命實體重新給

予下，質料因應於每個生命體自身的力量表現著獨有與屬己的肉身性，不同個體生

命之間突破個別意向性的限制，以實質和實體的基礎建立生命世界，從而奠定與他

人共在的另類詮釋可能。 
昂希面對質料被形式所規定情況下，他並非僅是將兩者的位置倒轉以解決問

題，雖然他於解釋先驗對象的構成以質料先於意向性作為其構成的優先給予性，但

於意識活動之外，他更是尋找一種兩者更為互相依存的詮釋方式，在上文已經說明

了質料的存在脫離體驗流的構成一部分，質料構成意識存有作為一種「印象性」的

角色，藉此生命體除了以感觸方式獲得質料之外，存有者同時以質料作為表現自身

的基本原則，昂希說：「原初的感觸性是自我彰顯的現象學實質，構成了生命的本

質。實質是印象性實質，從來不是惰性物質或者枯萎質料。印象性實質以印象方式

體驗著自身，以及不斷作為以『生動（活生生的）自我印象性』（auto-impressionnalité 

                                                       
159 PM, p. 31; p. 21. 
160 PM, p. 33; p. 23. 
161 PM, p. 33; p. 23. 
162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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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vante），而此生命體就是肉身。」163無疑此宣稱是將「實質」以絕對自主主動的

方式執行於活生生的生活經驗裡，但形式並沒有對立於實質，因為上一節提及，形

式就是生命力量的法則，它的角色是輔助於「印象性」實質的表現，其生命形式更

深化於實質表現，而實質則是以感觸方式依據不可見的生命力量表現於每個人獨特

的肉身。而到底印象性實質與生命形式如何具體表現在哲學之外的抽象繪畫視域？

實質性如何實現在康丁斯基抽象繪畫的形式與內容？ 
 

第二節    實質性作為感觸肉身，表現於康丁斯基的抽象繪畫 
    在康丁斯基的抽象繪畫裡，從「點」、「線」到「面」的生成發展中 164，三者

並非獨立不同抽象元素，而是抽象形式力量自由變化的表現，三者所表現著不可見

生命力量的不同面貌與樣態。對康丁斯基而言，雖然他在自然與科學觀察過程，參

照出自然對象的「形式」是蘊涵著不同存有樣態的表現，但於抽象繪畫的觀看與創

作時，這些「形式」並沒有決定了所有《組成》作品，或者說，抽象繪畫並非只以

「形式」為構成的本質，抽象形式雖然是將個別現象的可見輪廓轉化，從而以抽象

形式透露一種形上學不可見的力量，但其力量實體的表現還是座落於實質加以體

現。在康丁斯基《組成》作品的時期中 165，可以看見此時期的作品，講求的是形

式的配置如何與色彩的混搭，最終結果要表現出具有立體性的精神與靈魂，甚至宇

宙自然與生命的肉身。康丁斯基曾說：「抽象繪畫的圖像內容是尋求表現的手段，

那就是「物質」形式（‘material’ form）。因此藝術作品是無可避免和沒法分離地連

繫內在與外在元素和內容與形式。內容是決定性的元素，正如概念決定語詞，而非

語詞決定概念，因此同樣地內容決定形式：形式是抽象內容的物質表現。」166從以

上宣稱觀之，康丁斯基批評了將「形式」視為一種對繪畫內容的外在限制或規定；

或者將形式視為所有抽象表現的唯一法則。前者是將形式視為一個對內容的規定，

形式是一種輪廓規範著物質內容的發展，例如在繪畫內容表達一匹馬，其表達必須

以馬的客觀具體形式為前題，方可表達馬的意義內容，因此是形式是作為內容表現

的前題要件，此形式與內容的邏輯規定一直主導了藝術發展。而後者的問題，則是

將形式的表現法則徹底展現於繪畫裡，成為一種純粹的抽象形式，形式雖然是非具

象的表達手法，但同該形式的表達是刻意被經由計算後所配置而成。以上的兩者形

式的表達方式皆是錯誤定位自身的角色，從而同樣影響質料內容的表現。 
    康丁斯基對形式的表達手法的定位出於內在必然性的原理，將形式視為一種對

                                                       
163 I, p. 90; p. 61,62. 
164 康丁斯基使用「點」、「線」到「面」的幾何學語言作為抽象繪畫創作的基本文法形式，幾何學

元素作為圖像表達的調性，他一方面試圖以此抽離出具體形像的形式(非對象性的要求)，繼而尋求

在對象中的內在必然性，以「變形」的想像表達構作抽象繪畫的內容，此表達無疑是試圖重新定義

幾何學語言於藝術作品的嘗試，幾何學語言並非只是一種外在科學的計算工具，它本身於被使用之

前就具有自身的內在意義，亦即是幾何學就是純粹表達本身。對昂希而言，其中包覆著感觸生命與

材質的印象性元素，因此幾何學的形式並非與物質相分離。例如，根據康丁斯基的晚期風格，幾何

學更表現出生命誕生的契機與奧妙之處，以賦予繪畫內容的生命感。 
165 《組成》作品之原圖可參閱本論文的附錄(二)。 
166 CW, p.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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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在情感的表達，將形式視為抽象表現本身，而非一種外在手段與工具。他甚至認

為於抽象繪畫裡基本沒有形式的問題，這意謂著形式的表現已經是一種內化於畫家

的生命融為一體，他於「形式的問題」裡表示：「對每個藝術家而言，他的表達形

式是最好的因為那是他急於表現內容的具體化。」167於抽象繪畫的理論裡，實質的

內容就是色彩，色彩的表現雖然是配合著形式的發展，但色彩的實質性並沒有因此

受到形式的限制，因為形式本身就是看者所感受到的圖像性，而色彩則根據著形式

的內在必然性原則而表現。因此他說：「首要重要的形式問題在於形式有沒有抑起

內在必然性。」168同樣地色彩的音調亦是由內在必然性所決定，色彩的組合與搭配

是具有無限的可能性，由於色彩的實質性並非由外在形式所規定，而是根據於看者

的圖像性而自由表現，由此色彩是一種對圖像性的補強角色。 
   我們可以於《藝術中的精神》下半部發現康丁斯基說明色彩會引起的心靈與精

神效應，是超越了純粹生理學的知覺刺激，甚至色彩所對應的並非一種普遍心理的

具體內容，例如雖然黃色與藍色會分別具有活潑與沉靜的心靈意義，不過在昂希的

描述過程中，其色彩更表現著更深遠的圖像性，超越了主體具體的情感內容，而該

超越且剩餘的部分無法用語言表達的意象，它是一種先於思想與心靈的狀態，而且

此抽象圖像性是絕對的個體性，抵抗著現實的同一。由此我們必須更進一步以實質

方式研究色彩除了引發心靈效應之外，還顯現了怎樣的意象？而康丁斯基的抽象圖

像性如何超越自身平面圖像的限制面向看者？ 
    面對上述問題裡，可以從兩方面著手探究：首先，我們可以根據上一小節所討

論的結論，實質性的絕對給予是來自於生命本身，看者藉由自身的實質於觀看色彩

過程裡給予出圖像性意義，在其中的過程裡看者的實質生命是與色彩的現象分享一

致的感覺邏輯關係，而昂希稱之為「感觸的肉身」（chair affective）169，但此肉身

的存有如何展開實質生命與色彩的細微關係會在下文繼續說明。而第二方面，昂希

對「肉身」說明是建立於不可見的實質生命作為基本單位，實質透過感觸肉身成為

感性世界的基本元素，但此實質並不是一種絕對在己的可見存在於世界裡，而是每

個生命體的肉身都表現著一種絕對的差異，實質生命首先感受到自己的感受，方可

以獲得色彩的獨特意義。由此，色彩打破了可見視覺功能的對應關係，產生「交感」

的觀看效果，肉身的詮釋有助我們理解康丁斯基所講的「交感」。 
 
第三節    實質作為感性世界的基本元素 
    昂希於不少章節藉由批判伽利略將感性世界被化約為物質擴延世界的宣稱，以

開始討論實質如何作為感性世界的基本元素，由此對抗以幾何學方式建立身體知

識。伽利略認為感性的身體對他而言是一種必然性的限制，因為身體的感性內容一

直處於運動不定的感覺狀態，我們身體能夠觀看、觸摸、感覺與耹聽所具有的色彩、

氣味、觸覺與聲音的感性的性質（quailtés sensibles）只是一種幻覺（illusion），真

                                                       
167 CW, p. 238. 
168 CW, p. 239. 
169 I, p. 145; p.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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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的宇宙不會以這種方式建立身體的知識。因此伽利略將感性的身體（corps 
sensible）視為實在的身體（corps réel），身體的真實感受可以被想像為一種固定的

概念，通過靜止運動、大小、有聲與無聲以及身體所佔據的空間，將關於身體的感

性內容確定為現實具有擴延性的實體與物質，從而定調出身體作為一種擴延物的身

體（res extensa）。昂希認為伽利略說：「感性性質並不是物質實體（substance 
matérielle）的本質，物質實體可以不依賴感性性質而存在，感性性質是非本質性。

界線、位置、形狀、尺寸與運動相反地都是各種特質必然地連繫著物質實體，無法

與物質實體相分離。」170因此感性性質與感性身體所擁有的感覺內容都只是一種表

象，表象對立於真實，表象變動不定不具有任何可以固然的立足點，以建立任何有

效命題。 
    不過，昂希認為伽利略將感性性質對立幾何科學的真實，並由後者取代前者，

其實並無法否定感性內容的事實，亦即是幾何學的客觀性的建立依然必須以感性性

質、感性身體與感性世界作為基礎。他認為伽利略的化約徹底地將任何感性內容從

幾何學的客觀性消除是不可能，任何由人類所建立的身體幾何知識都離不開自身所

具有的生物學結構或動物性基礎，幾何學的建立必須依賴人類的感性基礎，縱使是

一個關於幾乎接近完美圓型的幾何學命題，仍然仰賴感性性質作為幾何學的基礎。

昂希說：「新幾何學科學的物質宇宙不但沒有把感性性質、感性身體與感性世界的

界限封閉，而且科學把它們視為背後的支撐與一種讓科學展現的效應。因此，形成

一個系統作為描述物質事物之際，亦同時描述一種「我們感受物質事物的方式」（la 
manière dont nous les sentons），幾何學的物質宇宙於原型基礎的行動上（acte 
proto-fondateur）提供了一個宇宙知識，而這是唯一的真實且無法逃避。」171 

昂希透露出感性性質具有一種原初感性的層面，是由實質的身體所構成，我們

相信身體擁有感性性質的主動角色，例如色彩給予我們愉悅與憂傷、氣味所帶來的

愛惡或者味覺的甜與苦。這些感性身體所投射出來的並非一個客觀性物理空間，而

是身體能夠經歷自身的各種感受內容，表現出對於生命的實質，因此所謂的「感性

的」（sensible）並非感到任何事物或者被事物所感到，而是一種純粹現象的生命實

質，感觸肉身所掌握的感性實質超越事物知覺的主被動限制，它甚至超越對於個別

事物的知覺活動，突破了意向性的限制，直接通達到事物的實質層面，身體於沒有

任何可見性所包覆，它自身仍然可以進行感性的感受活動。感性實質是運行於宇宙

內的重要元素，昂希認為此實質是一種寂靜的聲音，他說：「此寂靜支撐著宇宙的

聲音，而在寂靜裡具有特別的變化，寂靜是可以被聽見的（audible）。在新科學的

宇宙，沒有聲音是可能，它不會有任何聲音，將來也不會有。」172感性實質於尚未

                                                       
170 I, p. 142; p. 98. 
171 I, p. 145; p. 100. 
172 I, p. 147; p. 102. 昂希以「可被聽見的寂靜」或「寂靜的聲音」對「實質」的描述，在於彰顯出

感觸肉身在身體經驗上打破科學身體圖式的可見性。感謝龔卓軍老師以梅洛龐蒂的「沉默的我思」

（cogito tacite）補充說明。逆於可見者的思維論述，不只發生於各種交感的經驗上，而更展現在思

維運動之中。梅洛龐蒂於《知覺現象學》的第三部分的第一章指出，從意識經驗到指涉充實對象之

間，詞語的語言意義作為兩者的指引關係，並非一種純粹觀念的先驗陳述。在說出詞語的發聲運動

（mouvement de phonation）中，身體聆聽到自身所發出聲音的意義給予是一種構作行為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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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現實的擴延身體所定位之前，實質是不被任何既定的物理空間所佔據，實質可以

遊走於各種感官，以及依循著各自生命體的力量表現出個體的生命樣態。因此實質

本來就屬於肉身與世界的共同擁有的基本元素，但當我們於抽象繪畫裡表達，本來

寂靜的感性實質將以抽象方式表現出它們獨特的聲音。 
   如果色彩是一種純粹感性實質，則色彩的存有問題脫離了伽利略幾何學的規

定，重新燦放出色彩自身原本所具有豐富的實質性。這意謂著色彩的意義並不是由

對象與客觀性所給予，亦即色彩不會被定位於某物的空間位置內、某些性質的複合

體、一些數量上的集合或者作為一種共同關係，即是色彩不可能被視為一種具體的

物質作為事物的先驗構成。色彩作為實質性在於它自身表現的力量，色彩的實質性

表現於感觸肉身感受自身或經驗自身內，我們感受色彩的實質並不是以色彩作為事

物性質的方式觀看，色彩的力量會超越事物本身固有的意義，例如紅葉所燦放的色

彩會消除了對象的存有本身。同樣地，觀看抽象繪畫的目的就是追求色彩原初所表

現的力量，而可以領會純粹的力量唯一可能方式，就是讓以感觸肉身與色彩的實質

相互渲染。昂希曾說：「繪畫代表著我們感受的歷史。」173我們對色彩的感受印證

著我們自身生命的法則，而這些生命法則是一條感觸秩序的道路以及解釋著最深遠

的主體性本質。174昂希繼續說：「色彩的改變就是色彩的音調的轉換。」175當肉身

的實質性表現在色彩上，此時色彩的力量甚至超越了康丁斯基所詮釋色彩的心理反

應中一種符號性對等轉換，色彩透過實質的肉身的表現展現出絕對的張力。不過我

們於康丁斯基的作品中不能忽略他對色彩的混搭的問題，混搭的色彩語言突破了色

彩語言的個別限制，在兩種色彩交疊的邊緣上除了代表著色彩的音調漸進地轉換，

也隱藏著圖像性既非「這個」或者是「那個」的完整性，而是一種色彩變異（variations 
colorées），半染色具有一種變形的效果（effet de métamorphoser）改變了原初的繪

畫平面。176色彩的混搭更能表現出實質內部的無限變化可能，以達到一種無法被窮

盡的意象性。從色彩的實質性觀察裡，我們總結出昂希對感觸肉身的說明並沒有建

立在一種可見性之上，而是建立在以實質為感性世界的元素角度，實質根據每個人

的生命力表現著自身的現象。 
 
第四節    感觸肉身的交感與藝術綜合 
    康丁斯基所創立抽象藝術理論的基礎來源並沒有限制於繪畫之內，我們可以於

不同藝術種類發現抽象元素，在第一章第三小節曾經說明抽象繪畫與音樂具一種非

物質的本質關係，音樂發揮了抽象概念起源（genesis）的角色，而此起源是來自於

                                                                                                                                                                
（puissance de fabriquer des comportements），其中具有分析與綜合的再現活動是先於意識思維我思

的。其後梅洛龐蒂更把視覺活動視為一種「觀看的思維」（pensée de voir）以說明「沉默我思」的

重要性。簡言之，語言的意義在我思活動中，所扮演的角色並非一種外在建構作用，而是語言的經

驗裡包覆著一種由我體驗自我（une épreuve de moi par moi）的內在關係以支撐我思的思維活動，以

特顯思維的厚度（épaisseur）。Maurice Merleau-ponty, Phénoménologie de la perception, Paris, Gallimard, 
1945, p. 460-468.  
173 VI, p. 144; p. 83. 
174 VI, p. 144; p. 82. 
175 VI, p. 144; p. 83. 
176 Vassily Kandinsky, Retrospective, Fondation Maeght, 2001, p. 168. « Sur les pointes », 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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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上學的意志，抽象繪畫透過內在迴響（résonance intérieure）的方式與形上學的意

志產生出形上學的迴盪（retentissement métaphysique），這是從一種形上學的方式說

明一種藝術綜合的可能。不過，於這一小節中，則試圖從感性的實質層面探究藝術

綜合如何可能。到底實質性或者感觸肉身於抽象繪畫活動的藝術綜合裡發揮了什麼

角色？而我們又如何描述此種綜合現象的可能？ 
    在不同藝術裡皆具有各自不同的藝術表現形式方式，音樂的聲音、繪畫內的色

彩的形式、文學、詩與戲劇的文字和舞蹈中的身體運動。康丁斯基認為這些的藝術

表現形式雖然於表面上看似具有不同的呈現，但在其中的藝術真實裡都擁有一種音

調（tonalité），縱使是並非相同，但起碼是相似和同質，我們可以於其中尋找到一

種「藝術綜合」的可能。他說：「不同藝術所擁有的手段（means）於外在而言是各

有不同。聲音、色彩與文字…起碼在最後的本質裡，這些手段都是一致相似。」177

昂希認為內在聲音的抽象元素並不可能發生於一種存有論的層面上，亦即繪畫、音

樂與舞蹈的不同藝術行為不可能直接以一種同一的抽象元素所取代，他說：「存有

論的同一不可能取代它們差異的真實。其差異是由多樣的元素被外在方式所包覆，

色彩元素不同各種聲音、描繪與運動元素。與此同時，這些元素的內在真實是多樣

化，因為內在真實就是一種方式可以讓每種元素可以被體驗。正如每種色彩以自身

的音調與其他色彩區分出來。這情況同樣發生於每種形式、聲音、運動與文字。為

了建構以上元素的同一，主體性只能是它們的多樣性原則與個體性。」178從以上引

文而看，昂希認為所謂的抽象元素的同一，只能以內在方式獲得其元素的個別的音

調，而且主體性只能以內在真實的方式體驗不同的抽象元素，而不同抽象元素以內

在真實方式體驗獲得自身的多樣性與個體性，才能突破該藝術領域被外在包覆的限

制，以獲得該藝術獨特的音調。因此所謂的「藝術綜合」並非以單獨的音調所同一，

而是解放藝術不同外在形式的表面限制，分別從色彩、文字、聲音與運動的表面形

式中解放，從而各種藝術的抽象元素獲得同質的共同原則。  
到底康丁斯基要求從外在形式解放抽象元素與「藝術綜合」有什麼關係？到底

抽象元素如何使得「藝術綜合」可能？而「藝術綜合」作為一種使不同藝術形式的

交流活動，對於康丁斯基而言，他的意圖是什麼？抽象元素於各自不同的藝術形式

中解放，各元素於內在的體驗場域中，它們都蘊涵著非常細緻的共振（vibration），
當它們與人類靈魂相碰撞之際，則產生出不同的內在情感（inner emotion）。179不

過，康丁斯基認為個別的藝術種類的抽象元素與人類靈魂的碰撞，並非只發生於個

別單一的藝術種類，即是看者於觀看繪畫時，不只只有屬於繪畫的抽象元素與看者

的靈魂發生共振的運動，他認為在其中具有更覆雜的作用在運作。由於抽象元素的

同質性已經打破了個別的藝術形式限制，當我們在看繪畫時，抽象元素所激發的是

人類共振裡的同感（sympathy），於藝術作品中引發出主體的「想像」（fantasy）而

發生一種創造活動 180，使一種看似普通的觀看行為生產出創造的契機，而此種創

                                                       
177 CW, p. 257. 
178 VI, p. 177,178; p. 103. 
179 CW, p. 257. 
180 CW, p.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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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並非無中生有，而是抽象元素的同質性並沒有逗留於外在的個別形式中，而與不

同藝術種類的抽象元素所綜合互相補充，我們可以在觀看中獲得聲音與運動抽象元

素的想像補充，不同藝術的元素在秘密地將原有堅固的外在藝術形式變化出不同的

內在音調，此「內在的綜合」產生出另類的藝術體驗，讓抽象藝術昇華到一種「永

恆的藝術」（L’Art monumental）。  
「永恆的藝術」告別了世界現象所賦予我們的限制，藝術不再向可見性借用表

現的方式，因為抽象元素與內在聲音必須由主體內在真實的體驗自身而獲得，而內

在聲音則沉澱於生命裡，以實質方式並形構著生命，我們不難發現在康丁斯基的作

品皆以試圖以色彩與形式的抽象元素的組合方式，將作品的感受以內在聲音穿透外

在物質形式的干擾直達看者的生命，昂希說：「康丁斯基的抽象繪畫直接作用感觸

的音調上，定義出展現、劇烈、重疊與組合不同的音調，詳組檢查與帶出音調的歷

史而秘密地轉化出音調所製造。永恆性所建立的是生命的永恆性，使其不同感觸音

調的力量整體得以被恢復，美感的創造就是建構出此內在的永恆性。」181因此「永

恆藝術」並非指的時間性的不朽，而是生命於在歷史過程裡將藝術的內在音調集合

而累積於自身，當面對藝術作品時，集合將會重新發生於內在生命之中，以一種潛

能的方式爆發於觀看活動，帶來圖像性的深淵效應。 
因此，康丁斯基認為「永恆藝術」透過內在音調的聚集與補充所創造的是前所

未有的全新經驗。同時，所謂的綜合亦非一種再現性的想像，昂希認為這些音調於

本質上並不是各自區分、自主性的同一體或者能夠以外在關係維持它們位置。182所

以內在音調並不可能是以一種想像物方式經歷想像過程，昂希說：「想像所建立的

別於之所是或者在我們面前之所是，別於世界。想像是建立生命。」183所謂的想像

是先於藝術作品的圖像或者某物的圖像，想像並非始於某物或者特定的可見場域，

想像發生於抽象元素成為活躍意象的時機，使抽象元素具有生命力量的感受，想像

是一種賦予生命感的契機，它不以再現圖像以取代各種的再現現象作為考量，昂希

說：「想像是屬於生命，它發展於生命而不離開於生命。想像並不於世界面前以明

亮的圖像與現象照耀世界而生產世界，或者並不是生產圖像以作為對現象的再現，

和模仿現象取代現象。想像是內在，因為生命以當下方式體驗自身，從來沒有分裂

與區分於自身；生命是感動與從不匱乏的豐富體驗流。」184從內在音調的聚集綜合

到給予圖像性之間，想像的作用於生命現象裡，它並非作為一種機制，以輸入任何

東西作為一端起點，然後以產生具象圖像作為結果。反而與康丁斯基的藝術綜合

裡，想像所扮演的是一種富有創造的想像（fantasy）角色，亦即想像隨著生命所積

累內在音調的節奏產出一種圖像性，而此意象的基本構成於想像的徹底操作裡甚至

無法計算或以先驗方式演繹得到，昂希說：「想像的運動無非就是生命的運動，想

像的運動是內在生成，無休止地運動到達生命自身，使所感受到的更以巨大、差異

                                                       
181 VI, p. 183; p. 106. 
182 VI, p. 189; p. 109. 
183 VI, p. 185; p. 106. 
184 VI, p. 186; p. 107,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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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密集方式體驗。」185因此，想像於抽象的藝術創作裡，被賦予與過去哲學不同的

另類意義。 
藝術綜合與交感的體驗具有密切的關係，各種的抽象元素與內在聲音的確需要

運用看者的感觸肉身方可獲得藝術綜合所帶來的圖像性的體驗，這樣同時意謂著感

觸肉身具有一種另類的身體構成描述，以充分合理說明藝術綜合所發生的交感狀

態。 
    抽象繪畫與感觸肉身的共同性在於兩者並非建立在可見性上，前者是以非具象

的內在必然性法則進行抽象表達，而後者則是以實質生命作為表現的元素，兩者都

以一種抵抗外在性與超越的侵越，以換取更大幅度的自由以表現自身的生命現象。

基於對外在的逆反，一種可見的邏輯也遭到被破壞，亦即所謂的「觀看」並非對應

著「被觀看」，反而「觀看」是「觀看不可見」或者「感受觀看」的一種觀看內在

方式，將觀看現象的內容以「現象性」的本質還原方式區分為「實體性」與「實質

性」兩種元素。而於「實質性」作為感性元素突破了可見觀看的限制，如上一段所

言，感性性質或實質於觀看活動並非以幾何學方式被座落於客觀空間，亦即於色彩

的觀看裡，色彩並非以視覺感官作為觀看的媒介，然後再被賦予為一個空間面積上

的色彩，色彩作為實質或感性元素並非僅被視覺感官所定位，我們可以不同方式觀

看色彩。因此在藝術綜合活動裡，不同的感性方式都脫離它們自身的外在限制，從

而可以以「感受觀看」、「觸摸色彩」或者「觀看聲音」進行各種抽象藝術創造活動。

以實質作為身體感性性質為單位的現象學主張，此主張拒絕了身體以一種可見的圖

式作為獲得世界存有的先驗構成，身體圖式的建立是繼承著伽利略將身體視為一種

現實與具有擴延空間性的基本預設，背後以一種常識角度認為身體的每一個部分是

屬於世界的對象，可以透過以感官的身體圖式作為伸延到世界，此立場將身體視為

「世間的感性對象」（objet sensible mondain）。186此立場可以透過身體圖式尋找感

性性質所分佈的位置，從而對應外在世界的存有。此主張正切斷了各種交感聯覺的

可能，因為感性性質的存有必須依賴外在世界而獲得感性內容，昂希說：「每種感

官都是遙遠距離上的感受（sens du lointain）。例如觀看，是以一種距離去觀看，沿

著河流越過第一座房子，穿過平原到達山丘，而山丘被樹林所覆蓋，更遠的天空與

繁星。間距或多或少程度上分隔著我們也許並非是空間的間距（distance spatiale），
而是一種具有三維時空場域結構的先驗外在世界，使空間直觀可能。」187此原初的

外在會使視覺所展現的是一個外在的世界，而感性內容的把握必須依靠身體對世界

的原初知覺。依靠世界而獲得感性來源在實際上並沒有重視自身所獲得的感性內容

可以以另外的渠道重新描述，反而把握該感性內容以證成世界的存有，或者從感性

內容裡尋找可以再現世界的線索。即是說，身體的存有被借作為一種與世界所分享

的對象，而忽略了身體內在自身具有各種還沒被發現的現象，例如交感的現象。交

感現象的可能性不可能發生在一種先驗身體的圖式，該身體定義已經指定為一個於

                                                       
185 VI, p. 186,187; p. 108. 
186 I, p. 158; p. 109. 
187 I, p. 160,161; p.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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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上可觸與被觸的身體意義，而先驗性只是根據該現實的身體經驗進行一種概念

上的演繹。 
    我們必須更以一種非先驗圖式的身體或者非具象的身體經驗來尋找交感現

象。以「實質」作為對交感的現象描述方式，「實質」的給予來源是生命本身，這

意謂著實質本身已經根據著每個生命體的存在而表現出不同樣態，我們都可以自身

的感觸肉身體驗到該藝術活動裡具有各種實質現象，而該感觸肉身所對應的並非各

種藝術的形式，例如聲音、文字或色彩形式，而是該形式表面下的抽象元素，抽象

元素是直接連繫著生命，它們隨著生命運動而隱藏或沉澱於生命深處，每於當下藝

術經驗的體驗，除了湧現出新的抽象元素之外，於生命深處的抽象元素同時會具體

地重新被喚醒給予出圖像性，各種的抽象元素會突破形式的限制，交匯著當下發生

的藝術體驗，亦即每當觀看色彩圖像，不只只有色彩的抽象元素在運動而已，而是

不同的抽象元素被移進於當下的觀看，引起藝術綜合的效應。在此一連串的交感藝

術現象發生之際，不可見實質是藝術綜合可能的元素，在綜合的過程中，不同抽象

抽象元素所烘托的圖像性隱藏一種對實質的想像。 
    明顯地，於抽象元素的交互介入過程發生時，圖像性並不以形成現實的圖像為

目的，圖像性的顯現是由實質生命所給予，因此抽象藝術活動，他們所創造的想像

是一種由不同實質的感性元素所給予，並非由現實給予物作為想像的基礎。從實質

生命到給予抽象元素的藝術綜合裡，兩者之間隱藏著想像的契機。從以上所提及，

康丁斯基的想像作用是一種創造的想像，由不同抽象元素的內在聲音碰撞而產生出

藝術綜合效果，而昂希則認為康丁斯基想像的生產並非一種個別圖像的製造，而是

將為一些尚未被定位無法體驗的存有給予存有，包括，音調、印象、情感、感受與

力量。188這意謂著昂希對於想像作用不只是在於一種藝術維度上的創造，更是一種

給予的生命的意義，想像以生命的模態（modalité de la vie）給予事物生命。想像

並非以既有可見的基礎重新再造出圖像，而是為一些還沒獲得體驗的事物給予它們

獲得被體驗的可能，因此想像對昂希而言，是一種對生命的創造。189生命的給予離

不開想像作用的中介，不可見的實質必須以不同姿態表現自身，實質現象的顯現不

同於過去探究可見對象如何顯現。因為後者的顯現可以以既有的對象作為參考的摹

本，由此想像的作用比較是激發現有的質料，重新塑造與意義觀念相一致的圖像。

而前者則是以實質生命作為顯現的本質，透過藝術經驗的感觸，其肉身因應著自身

的實質性給予不同的抽象元素，而使不同元素的綜合，創造出圖像性的藝術綜合效

果。而想像作用發揮著關鍵角色，第一部分是從生命的實質性到抽象元素的給予，

不可見生命面對藝術活動時，當下生命所應對是藝術形式背後的內在音調，音調的

韻律與節奏是隨著生命的實質所給予的，是由想像賦予生命表現出抽象元素。第二

部分，不同的內在聲音交互共振撞碰之際，想像是作為不同聲音綜合的角色，創造

出圖像性的結果。總結而言，昂希以內在的方式重新描述想像的運作，一部分使現

象獲得生命意義，它是賦予不同現象具有生命的可能。其次是想像使實質生命表現

                                                       
188 VI, p. 186, p. 108. 
189 VI, p. 187, p.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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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不同的藝術活動裡，使藝術現象以內在方式體驗自身。最後，不同圖像就是生命

本身不斷努力的內在自我差異（autodifférenciation interne）。190 
 
 
 
 
 
 
 
 
 
 
 
 
 
 
 
 
 
 
 
 
 
 
 
 
 
 
 
 
 
 
 
 
 
 

                                                       
190 VI, p. 189, p.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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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從生命現象學介入抽象繪畫現象作為範例 

 
    本論文是以昂希的生命現象理論介入康丁斯基的抽象繪畫與理論作為出發，並

且在介入與操作之間就特定的現象學議題中取得更進一步的討論。雖然本文是以現

象學方式研究抽象繪畫作為目的，但在研究與寫作的過程裡，漸發現並非只有現象

學單方面地解釋抽象繪畫經驗與理論本身，相反的是，抽象繪畫的領域同時佐證著

生命現象學本身。於兩者交互介入之下，描述著生命裡「感觸」的經驗維度，兩者

的交互介入更非建立在任何可見的場域或者客觀的真理（logos）之上，而是各自

的感觸實質不斷產生效應。因此本結論將會分為兩個部分，首先將會回顧本研究

裡，昂希如何以生命現象學方式詮釋康丁斯基，以及生命現象學如何解釋抽象繪畫

與引發個別的現象學議題。其後，將更進一步探究昂希的生命現象學方式如何更進

一步介入到不同以生命體作為主體性的人文科學。 
 
第一節    以抽象繪畫理論介入繪畫現象 
    昂希以康丁斯基的抽象繪畫作為研究的始點，不僅在抽象繪畫的觀看視域中展

現生命現象的維度，而且要透過於抽象繪畫的經驗顯現，更進一步說明整個繪畫歷

史的發展同樣地可以透過抽象繪畫的自我顯現方式，獲得繪畫觀看的意義。首先指

出昂希認為再現的繪畫風格或者具象繪畫的意義無法以存有論方式被充份地顯

現。基本上有兩個理由，一是存有論皆以一種超越與外在的顯現方式，指出具象繪

畫所展現的是一個無關於繪畫內部本身的存有意義，反而要透過繪畫的再現圖像彰

顯出一個超越於繪畫之外的存有的觀念。如果以觀看行動描述此顯現方式，觀看的

意圖是觀看繪畫可見圖像，將可見圖像視為一種間距或者手段，指引出可見圖像之

外的不可見。二是超越論對於存有的彰顯是建立於具象繪畫能夠對世界對象的模仿

為前題，他們認為具象繪畫的存有意義在於「再現」現實對象，繪畫的對象比真實

的對象更真實，更可以有效地彰顯存有的意義。不過「再現」或「模仿」手段作為

繪畫對象與現實對象連接的橋樑，忽略具象繪畫內容自身，或者低估了「再現」概

念的複雜性，再現未必只是再現出可見世界對象而已。基於以上基本理由，昂希引

用康丁斯基的抽象繪畫理論，說明所有繪畫的存有意義皆可以以康丁斯基的「內在

必然性」的方式顯現出繪畫的內在真實，而昂希認為該原初內在真實的意義是由看

者的不可見生命當下直接所給予，而無關於外在與超越的可見場域本身。 
    因此昂希以康丁斯基的不同理論面向論述繪畫現象內部本身是直接連繫於感

性生命。昂希將康丁斯基的抽象元素分析視為一種現象學的本質分析 191，從本質

分析的還原過程裡，繪畫的構成都可以分為點、線、面與色彩的抽象元素，康丁斯

基認為各種的抽象元素都具有外在與內在的聲音，兩者的特徵都是相同，外在聲音

構成了顯現，使所有內容呈現為可見的現象，不過純粹外在聲音無法單獨存在，外

在的現象需要內在聲音的支撐才可能顯現，否則外在現象則不可能成立，即是說，

                                                       
191 VI, p. 73, p.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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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繪畫的可見現象自身都具有各自獨特的內在聲音，透過抽象元素的分析重新建

立繪畫現象的意義。昂希借用點、線、面與色彩的抽象元素分析，說明繪畫的各種

元素的構成並非只是一種雜多的質料，以作為給予形式意義的工具，而是認為元素

的構成就是自身的內在聲音本身，抽象元素是直接由看者所給予構成為圖像本身，

每種的抽象元素都可以作為一個圖像。為了將元素的內在聲音可以充分地顯現，看

者甚至必須將每一個被本質分析的元素視為一個獨立自主的個體，以獲得抽象元素

在繪畫內的內在聲音。康丁斯基對抽象元素的分析的確是奠定抽象藝術理論的基

礎，透過詳細解析抽象元素以獲得該元素的心理效應，從而直接由看者與畫者獲得

直接感受與表現的可能。對昂希而言，該抽象元素的心理效應不僅是一種個人情感

的固定回饋，而且意謂一種對生命的音調、韻律與節奏，抽象元素透過不可見的生

命所給予，成為一種絕對異質元素，代表著生命於繪畫的內在表現，抽象元素是直

接連繫著生命本身，生命與抽象元素之間並沒有任何剩餘空間與間距被其他外部所

介入。 
    昂希的詮釋說明了到底抽象元素如何在繪畫平面上轉化為一種綜合的圖像

性。當各種抽象元素在繪畫內各自表現自身的聲音之際，與此同時，各種異質的抽

象元素所顯現的內在聲音之間產生出一種整體的力量與張力，抽象元素的相互制

衡、協調、碰撞與互動的共振過程之中，整體的圖像性就在此過程中自我展現。我

們在康丁斯基的抽象繪畫的觀看裡，會得出康丁斯基對圖像性的變化，分別從早年

的以各種色彩交錯運用，表現出生命變化不定的情感意象，到晚年使用確實的幾何

線條，以表現出宇宙永恆的無限性，甚至我們可以在每一幅的繪畫裡都可以獲得自

身獨特的圖像性。從具體的抽象元素代表著不同內在節奏的部分，到不同抽象元素

於繪畫平面上陳述出一種具有時間性的圖像性之間，生命在其中編織著一種即將發

生到發生之間的「事件」（événement），該「事件」的出現並非指向歷史性的存有

結構，而是指出單在繪畫內部本身，各抽象元素所形成的圖像性並非一種簡單表面

的事實，而且它們參與著一種感性的多樣式運動，並非僅是一種指涉的意義

（signification），藝術家的感性運動重新形構出屬己或貼近自身的歷史性，它們不

需要我們以一種系統的方式估測它們是屬於「事件」的哪一個部分，它們就是一種

風格本身。192昂希曾說：「我們在此所講述的歷史，就生命的歷史」193 圖像性的表

現意謂著直接由生命所給予，生命包圍著圖像性，而圖像性作為「事件」是即將發

生於不可見者，它的顯現是由生命的力量所引發。因此，看者面對抽象繪畫內所顯

現的圖像性，並非是一種可指涉的意義，而是由生命所表現的抽象意象，縱使面對

著康丁斯基的抽象繪畫轉變與斷裂而顯現不同的圖像性，看者可以於當下由抽象元

素的觀看直接給予出該繪畫的整體圖像性。因此圖像性本身已經並非一種指涉外在

意義的意向性，而是一種透過不可見觀看所發生的生命顯現。 
    當看者面對圖像性以「事件」的方式獲得顯現，看者所獲得的圖像性並非給予

到可見的圖像，這意謂著看者從繪畫裡取得的「風格」亦並非由可見對象賦予，反

                                                       
192 Etienne Souriau et Anne Souriau, Vocabulaire d’Esthétique, PUF, p. 701,702. 
193 VI, p. 113, p.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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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突然地轉回面對生命自身，映照出另類的自我，正如昂希所說：「抽象繪畫的

原理就是一種緊迫湧現，從此首要的可見者撤離以及導致可見者動搖。其原理與生

命的強烈情感複音狀態取代了圖像的素樸的可見性，而此生命所同一的則屬另外一

種秩序。」194觀看抽象繪畫對看者產生一種緊迫的湧現，意謂看者從可見的視域中

獲得解放，生命脫離於可見色彩與形式的外在規定，透過圖像性的生產，從個別的

抽象元素的觀看跳脫出來，生命與抽象繪畫的觀看之間發生強烈的共振感受。 
對昂希而言，透過感受自身而得到的是一種「愉悅」（enjoyment），此愉悅並

非一種表面的情緒，而是透過感觸方式的體驗自身所獲得，它是非對象性與不可

見，是一種無對象的純粹愉悅，感觸方式所得到的愉悅是來自於一種沉重的感動

（pathos），如同一種「痛苦」的感受體驗。從「痛苦」到「愉悅」之間的體驗模式，

是取用於基督教信徒面對神像的禱告過程時所獲得的感觸經驗。他們面對神聖的圖

像前禱告，在注視的過程中，他們必須離開圖像的可見者，亦同時借用圖像的內在

力量，從而獲得與上帝感觸的可能。此時神聖的圖像離開了禱告者的可見場域，進

入與上帝無間距的視域，他們必須給予自身到達神聖圖像，即以強烈方式感觸到上

帝的降臨。以上帝的降臨為目的，其中感觸的過程是感受「上帝」痛苦自身，因為

看者在給予自身時，透過感觸方式獲得上帝受苦過程的同感。因此，在此情況下，

怎樣觀看神聖的圖像成為關鍵之處，雖然信徒獲得上帝的感觸是當下直接，以及上

帝降臨給予的結果是「愉悅」，但其中的過程是徹底的不可見，信徒作為同感痛苦

的不可見者需要在觀看上尋找圖像的不可見力量，從而能夠接受到上帝的不可見力

量，其中更能夠顯現出「痛苦」的感觸體驗的意義。 
「痛苦」作為一種宗教上劇烈感觸的行動而言，同時發生於抽象繪畫的觀看過

程裡，以「感受自身」方式獲得圖像性與抽象元素，意謂著看者從可見視域中撤離，

看者的存有必須面對自身，以感觸方式從繪畫取得意象與元素，感觸所經歷的是一

種圖像力量的傳遞，因為生命必須徹底地經歷痛苦一般的感受自身，以戰勝外在的

可見者，從而表現著與生命自身最親密的圖像性與抽象元素。昂希此以視為一股生

命的力量，他說：「生命於痛苦裡所經歷的經驗比任何自由更要強大。」195昂希甚

至將痛苦般的感觸視為「力量歷史」的部分，隨著增強與對抗的反抗，減弱的有效

性與無力的努力將變化為疲倦與增加的痛苦，以為了尋找一種緩解、休息與停頓

點。196因此「痛苦」並非視為無法伸展的欲望，反而是通往生命表現以及獲得內在

力量的必要道路。基本而言，昂希將抽象繪畫的觀看視為一種徹底主體性發展與基

礎的感觸音調的變化歷程，從此方通往彼方，必然地伴隨著連續無休止的經歷，從

極度的痛苦到極度的愉悅。197以「感受自身」獲取圖像性與抽象元素，看者必須抵

觸自身的感受極限，以最真實的感受跟隨著繪畫運動的步伐。 
 

第二節    關於生命現象學的不同議題 

                                                       
194 VI, p. 86; p.48. 
195 VI, p. 107; p. 61. 
196 VI, p. 113,114; p. 64. 
197 VI, p. 114; p. 64.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66 
 

壹、昂希重新解讀笛卡兒「我思」 
    本章的研究將昂希對笛卡兒「我思」的解讀分為兩個主要的部分：一部分如何

從探討笛卡兒「我思」的脈絡裡轉出一種生命現象學的談法，即「我思」如何可以

作為對生命現象的規定。第二部分是借由上一部分的研究結果，即「我思」作為一

個能夠自行給予「思維現象」的思維實體之下，思維實體以徹底內在性的方式建立

純粹現象顯現的原理，以展現現象「顯現」行動與「我思」的內在一致性。 
    在第一部分，本章研究首先以質問「我思」自我明證性（évidence en soi）如

何被給予的問題，透過此質問去重新探究「我思」的自我明證性的本質問題涉及到

怎樣的現象學問題。昂希認為「我思」的概念表述了一種徹底的思維內在性規定，

一般過去的解讀將「我思」視為一種方法或者手段，例如懷疑方法與還原的意義，

以確定「存有」內容的真實性，「我思」是一種可以擴充「存有」知識範圍的思維

方法。甚至在笛卡兒的傳統到達胡塞爾的手上，認為「我思」的明證性規定在對外

在對象的觀看所給予。因此在此情況，對於「我思」本質的探究失去了焦點，「我

思」的本質只是一種形式的規定，而自身並沒有任何實體的意義內容。因此，昂希

透過論述「我思」的內在思維規定，而重新恢復「我思」絕對內在自身的意義地位。 
從昂希的現象學角度出發，「我思」所顯現不同的思維現象與內容，在「我思」

與「思維現象」兩者的關係之間，並非以思維內容給予出「我思」本質意義或者自

我明證性，而是思維內容的顯現本身就是「我思」的內在自我顯現，亦即是說，「我

思」是作為「思維現象」的實體，而「思維現象」則是「我思」內在顯現。因此昂

希認為「我思」與「思維現象」以意向性或者反思性哲學的方式進行演釋，根本將

「思維現象」的原初性從「我思」分割到自身之外，使兩者作為具有間距的可見對

象，不僅忽略「我思」的內在不可見者，亦同時扭曲「思維現象」的意義。不過在

此會產生問題：既然「思維現象」的本質就是「我思」的自我顯現的過程，在此預

設下，是否意謂兩者在本質上是一種絕對自行給予的關係；如果是的話，是否代表

著我們無法以任何顯現方式描述兩者？面對著以上的問題，昂希在論述上試圖展現

出兩者之間的顯現行動，並透過該顯現的行動，說明出它們兩者之間的顯現方式是

一致著笛卡兒的懷疑哲學。 
昂希以「觀看」作為一種顯現的行動，介入「我思」與「思維現象」的內在關

係。他於笛卡兒第二沉思的分析裡，表述出「觀看」的行動屬於「我思」的思維內

在，「觀看行動」是將「我思」重新給予「思維現象」，使「思維現象」以當下立即

的方式被顯現。笛卡兒認為所謂的「觀看」、「聆聽」與「觸感」並不是一種外在的

經驗活動，其中包括著「感受」的內在層次，他以內在的感受的自行給予確保了觀

看行動可以當下地以內在的方式轉換為思維現象本身。昂希根據著笛卡兒以上的推

論，「我思」與「思維現象」雖然是一種無間距的自行給予關係，兩者仍然需要透

過自我感受或自我感觸的方式進行給予的行動，以給予「思維現象」。同時，雖然

「我思」是作為「思維現象」的實體，但「我思」仍然必須透過感受的行動給予「思

維現象」，「我思」才完成自我顯現的行動。因此「我思」作為一種現象的實體，必

須透過思維現象內在顯現才能彰顯出「我思」的實體意義本身。亦同時說明，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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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思」自我明證性，雖然是透過思維現象給予，但在現象實體的意義上，自我明

證性是「我思」透過「感受」行動自行給予與顯現。 
以「感受」方式展現出「觀看」行動裡的內在，亦說明「我思」是以「自我顯現」

給予「思維現象」顯現的可能。昂希以內在的結構解放出「我思」與「思維現象」

受到外在表面的限制，並且以「我思」作為現象的實體對「思維現象」的顯現給予

直接的規定。 
因此基於第一部分的研究結果下，於第二部分更進一步構成出「我思」如何作

為「現象的實體」以徹底內在性的方式建立純粹現象顯現的原理，以展現現象「顯

現」行動與「我思」的內在一致性。在第二部分，「自我顯現」本身作為一種體驗

的模式，而該體驗模式的特質在於離開體驗與事物的表面關係，以「體驗自身」或

者「感受自身」獲取更大的體驗空間，以創造出於存有之外的現象經驗。由此，昂

希必須更進一步建構出同時符合「自我顯現」的現象顯現的規定原理，並可以將此

原理作為激發體驗空間的預期結果。 
昂希將笛卡兒的「我思」作為「思維物」的實體，將「思維現象」的顯現給予

直接地規定區分成「實體性」（substantialité）與「實質性」（materialité） 特質。「實

體性」與「實質性」共同分享於「思維物實體」和思維現象作為「現象性的實體」

的雙重性。昂希認為現象性（phénomenalité）就是現象的本質，這種宣稱並非無意

義命題，而是代表著現象本質的構成就在現象的內在本身，因此「我思」自我顯現

直接給予現象的現象性，使「我思」與「思維現象」是絕對一致的給予性，構成現

象顯現的本質。昂希將現象視為一種現象性的本質所構成，並由思維物的實體以實

體性與實質性所直接給予，目的在於建立一種現象顯現的本質，並將整個思維系統

以內在方式的彰顯。如此徹底內在的現象顯現原理構想，並不是一種封閉於自身的

現象顯現理論，而是重新以一種無前題的方式尋找現象顯現的可能，即是將現象顯

現的本質以「生命」作為基礎，以「生命」作為現象顯現的實體性或者實質性比可

見的對象與存有具有更大程度的創造與意義可能。因為現象顯現的本質並沒有於可

見性作為前題之下，不可見者不用透過可見現象與對象的媒介下直接顯現，於直接

顯現的情況下，現象亦即不被可見性的限制下，更以屬己與獨特的姿態顯現自身，

以上是生命作為現象實體性的意義。 
 
貳、從「質料」到「實質」的反思 
    於第二章的研究則以生命的實體性作為現象顯現的本質探究，而於第三章，則

以昂希提倡一種實質的現象學入手，從實質性方面探究現象顯現的本質，並且透過

昂希重新賦予「質料」(實質)的豐富意義，介入繪畫現象甚至藝術活動裡。 
    在第一節裡，昂希從批判胡塞爾對於「質料」現象構成的模糊定位開始，說明

「質料」被胡塞爾的意識哲學重覆地以不同意義給予到形式的意向性，基本而言，

胡塞爾認為質料是「構成」現象的本質，但無法於現象「顯現」過程找到屬於質料

自身的位置，亦即所有現象的表象本身是一個經由同一統合的意向性結果。對昂希

而言，此立場是正是過去「形質論」的特色，忽視質料的主動的角色，而質料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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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於或支援形式的角色。 
    不過，昂希認為要恢復質料的尊嚴與主動角色，並非僅是顛倒實質與形式的主

被動地位而已，而是真正建立對「質料」的現象學論述，以徹底離開形式與意向性

哲學的控制與介入。昂希在思考「質料」如何以徹底方式執行自身的問題，他將「質

料」視為所有現象顯現的「原給予」，現象除了按照自身自行給予實體性的原理顯

現之外，「質料」以一種「印象性」的方式構成現象顯現的可能，所謂的「印象性」

並不是於每一個當下所把握的個別的印象，它是先於印象被把握之前的「現象性」

元素，亦即是在體驗流具有具體的感性內容之前，質料已經以感觸方式給予所有現

象的現象性來源，質料是構成所有意識具有現象性的現象學實體。例如以色彩為

例，對昂希而言，個別的藍色印象已經是一種具體的感性內容，因為它已經從體驗

流的流變中被把握為固定的印象內容，如果「質料」是一種實質性的現象實體，所

相對應的並非固定的藍色印象，更是先於藍色作為印象內容被把握之前，實質堅持

自身為藍色印象的顯現徹底作出原給予的執行行動。因此實質作為經驗的原給予，

它的介入並不是發生於可見的印象上，而是印象被把握前的印象性或者現象顯現之

前的現象性。「實質」根據著生命的原給予，以主動的角色表現出實質性的印象本

身，而該具有實質性的印象按照著不可見的生命力量以感觸的方式表現著每個生命

體獨特的經驗。所謂「藍色」印象本身，其印象的實質性於生命的原給予情況下，

已經越超「藍色」概念所給予印象的固定性，多於一般語言給予的表面概念意義，

甚至消解了獲得「藍色」可見經驗本身，看者的生命原給予重新創造出自身對「藍

色」印象的表現運動。 
 
參、實質、感觸肉身與感性世界 

實質現象表現著生命實體自身，它的絕對給予來自於生命，不過生命的實體同

時必須坐落於實質性的表現運動，而實質亦必須則透過實體的絕對給予賦予肉身化

的現象表現，此實體與實質的合作協調關係共構出生命的「感觸的肉身」。因此，

感觸肉身於昂希的規定下，它完全脫離了與可見世界的關係，因為實質與實體皆由

不可見的生命作為原給予，由此，我所擁有的身體如果作為一種感觸的肉身，身體

的存有意義則重新被賦予出另類的論述脈絡。 
一、實質元素與不可見的感觸肉身 
於該研究的切入角度繼續以「實質」作為給予肉身的基本元素，它的操作相同

於實質給予印象顯現的原理，於感觸肉身的論述上，則針對實質於給予肉身的顯現

之際，實質再次發揮主動徹底執行的角色，以原給予方式構成肉身的本質。亦即是

說，肉身的感覺運動於現象顯現之前，實質超越了可見身體的個別感官知覺活動的

限制，例如視覺觀看可見內容、觸覺觸摸的內容或者聽覺聽耹的內容等，以上的感

覺運動相對應不是可見的知覺內容，或者單一的感官功能運動，而是最原初的感覺

自身，因為可見身體的各感官的知覺運動仍然是一種意向性的現象，身體所意向到

的知覺內容仍然是可見的圖像。而實質的肉身於感覺運動裡所扮演的角色是一種

「感性」的元素，是一種純粹現象的生命實質，生命透過感受自身的感性元素於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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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被現實的擴延身體所定位之前，實質是不被任何既定的物理空間所佔據，實質可

以遊走於各種感官，以及依循著各自生命個體的力量表現出各自的生命姿態。例如

「我仰望著藍色的天空」，上一節已經說明實質的原給予消解了「藍色」經驗的可

見性，藍色的本質意義並非固定於可見印象的範圍，而是涉及生命的原給予意義，

每一次對色彩的接觸都是重新感受自身原給予的體驗。除了之外，「藍色的天空」

的現象給予不僅是個別的視覺印象，而是於視覺活動介入之前，肉身內部的不同感

覺實質同時作用於視覺活動，因此「藍色天空」的現象並非只是由視覺的圖像所顯

現，圖像的顯現更深遠地由不可見的肉身以不同種類實質元素共同給予而成。 
二、感觸肉身與感性世界 
實質徹底地以原給予的方式執行自身，分別於印象的給予與實質的圖像給予與

過去不一樣的現象顯現原理，實質作為一種不可見的感性元素，感性元素的來源並

沒有建立一個固定身體感官的來源，感性元素的本質是先於感到任何事物或者被事

物所感的主被動限制，它是純粹生命的實質，超越於個別事物的知覺活動，突破了

意向性的限制，感性元素以直接的方式通向事物的內在的實質層面，從而賦予出事

物的內在力量，而非事物的對象性本身。因此在以實質重新賦予感觸肉身的定位

後，感觸肉身所彰顯的現象，同時重新塑造出現象世界的面貌，整體的現象世界皆

顯現出自身的內在力量，世界面貌的構成並非再現出對象，而是以不可見方式彰顯

著我們與其他事物是一種生命的內在關係。因此感性的實質世界不但是內在力量的

彰顯，而且每個生命體以不可見的感受方式體驗各種現象。 
 

肆、感觸肉身的交感與藝術綜合 
其後，從現象學理論的探究返回到藝術議題裡，對於實質現象的論述可以更進

一步介入到我們的藝術體驗，並且可以深化藝術感受的密度。昂希對此深刻的藝術

感受經驗，表達著一貫的立場，生命的不可見者進入介入藝術現象，除了以不同抽

象元素與圖像性給予自身之外，他更特別展現出一種更屬於生命自身的想像，此想

像是創造出生命介入藝術的無限力量，特別展現在宗教的圖像觀看裡。 
實質與感性元素突破原有可見身體於固定感官功能分佈的限制，使感覺圖像的

顯現並非建立於單一的感官機能，而是不同感官的感性元素共構出現象。此種不同

感性元素的共構展現出感觸肉身的交感，即是個別現象的顯現是由不同的感性元素

相互介入的運動下給予。交感運動的現象不僅發生於抽象繪畫的現象，亦同時發生

於不同的藝術活動的表現裡，交感運動於抽象繪畫現象佔有重要的位置，「感受觀

看」的體驗模式大量使用於昂希對康丁斯基的詮釋裡，抽象元素離開了可見的限制

下，獲得內在聲音與力量從而給予圖像性的結果。如果我們更以宏觀的角度觀看抽

象繪畫現象，無數抽象的音調與圖像性並非僅是從繪畫活動獲得顯現的可能，同時

借用於不同的藝術活動的輔助，以獲得更大的顯現效果。此時看者極力試圖打破了

現有抽象繪畫的界線，尋求其他藝術活動的體驗，從中可以觀看中獲得聲音與運動

抽象元素的想像補充。如此同時地，在各藝術領域裡，不同藝術的元素同樣地以不

可見方式將原有堅固的外在藝術形式變化出不同的內在音調，此「內在的綜合」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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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出另類的藝術體驗，讓抽象藝術昇華到一種「永恆的藝術」。「永恆」的意義是抽

象元素的提取打破了該藝術運動在場的限制性，透過「感受自身」的內在行動保留

著可見現象已經逝去的痕跡，以抽象元素的方式沉澱於看者的生命內在，當我們重

新再進行藝術活動的時候，這些內建於生命內部的抽象元素將重新被引發與其他藝

術行為的抽象元素所綜合，創造出全新的現象體驗。 
我們在觀賞不同的藝術活動時候，會不其意地感受到藝術現象以外的不可見

者，這些不可見者可以是一些純粹的節奏韻律所產生的視覺意象、肢體運動所留下

的力量與線條、圖象的純粹聲音或者平常在閱讀後的文字意象等，這些不同藝術之

間的抽象元素聚集、碰撞、與協調並非發生藝術活動的可見者，它們的綜合活動並

沒有建立在任何可見影像或圖像上。因此在兩方的綜合基礎上，想像的介入就發生

於抽象元素的運動之中，是讓所有不可見的抽象元素能夠具有生命力量運動的可能

契機，想像是賦予生命感的重要角色，它的介入是藝術綜合運動的驅動力。 
 

第三節    生命現象學作為一種方法介入其他現象領域 
    在此研究過程裡，除了展現出昂希的生命現象學如何介入抽象繪畫現象之外，

該研究可以參照出昂希將自身的生命現象學視為一種方法與契機介入到其他的人

文領域，也同時可以把生命現象學的基本原則使用於一種倫理實踐的經驗範圍。 
對於昂希而言，凡是涉及到任何關於「生命」的現象經驗，都具有一種原初內

在的生命維度，他曾在一個面談說：「如果生命是存有者，則存有是活著的，而生

命則是對立於一種匿名者（l’anonymat）。生命是一種徹底的的特異性、徹底的個體

性、強度與感情。」198雖然將生命視為一種絕對的特異性，表面上來看，在論述層

面上的並非可見的表達且迂迴，但此經驗的層面是可以以現象的描述層層通達，因

為該絕對的特異性並非一種絕對觀念的超越性，而是一種內建於現象經驗的原初給

予性，而該獨特的生命體驗只是被多重的可見現象或者複合的概念所覆蓋。 
同時，生命是一切現象顯現的本質與動力，所有現象的運動都具有一種生命的

力量，而該力量理應可以於沒有障礙下直接傳達到每位參與於現象運動的生命體，

使現象不用透過介入可見現象的間距而直接表現自身，進入每位生命體的內在。因

此於一種徹底的層面上，這個世界是由不同生命體表現自身的力量與實體所共構而

成，而在本研究的不同環節裡，表達出康丁斯基的內在必然性作為一種生命現象運

動的原理對抗著可見者的介入與積極地消除繪畫上的可見，以顯現出一個內在必然

性的世界。 
    如果以生命現象學的內在作為一種方法，介入到不同的現象領域，對於該被介

入的現象領域自身而言，可以再次彰顯出該領域早已忽略的生命層次。因為凡是現

象本身就已經涉及關於「生命」的層面，此「介入」透露出人類以某種主體性概念

方式重新建構他們所體驗的一切，例如我們可以以存有方式描述我們所體驗的現

象，以表達出該現象於世界上具有特別的存有意義，或者透過重新描述事物與事物

                                                       
198 Michel Henry, « La subjectivité originaire. Critique de l’objectivisme » in Auto-donation. Entretiens et 
conférences, Paris, Beauchense, 2004, p.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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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殊存有關係，重新展現世界的理性次序。不過生命現象的介入特別在於，它將

顯現的本質徹底地推進到以顯現不可見為最後的界線，它認為所謂顯現本身並非一

種建立再現的意義關係，而是一種自我表現與創造的內在彰顯。 
以不可見作為顯現的本質，此直接顯現的關係的確是現象學對於何謂「顯現」

本質討論的最後「界線」。因為不可見重新定義出何謂現象存有的本質，現象已經

不是作為一種以可見方式顯現不可見，而是不可見者直接顯現不可見自身。因此，

昂希不僅將不可見的顯現視之為一種於視覺上「看不見」之外，而且深入地說明此

不可見的顯現來自於最後的生命不可見者。此生命的不可見者確保不可見的顯現是

出於自行給予與顯現之外，同時生命的自我表現是一種自行給予的絕對實體，由此

生命與現象之間形成一個絕對內在的現象場域。 
此內在的現象場域除了是生命自行給予之外，他同時可以透過內在方式介入到

不同現象。昂希認為凡是以現象學方式介入任何對象的過程中，必須包括著一種生

命激情的實質，生命的本質具有一種對於生命衝動的無限力量，賦予對方的生命力

量，而並非只有以可見方式給予對方為世界存有的位置，任何現象的給予皆包覆著

一種感受與情感的給予，而且此感受與情感給予的效應超越了在可見世界的交錯。

但是我們往往只著手於雙方的可見活動作出現象的分析，而遺忘了兩者在生命力量

所呈現的不同樣態。以生命概念介入其他現象的領域，生命所顯現的現象，不再是

於世界所顯現具有邊界或固定形式的可見對象，生命正是要試圖突破可見的距離，

讓堅固的對象以的感受與情感方式重新展現自身與感觸對方。 
如果將昂希的生命現象應用到其他的人文領域，無論是從政治的行動、經濟社

會行為結構到道德原則的倫理行動，於參與過程中涉及一種主體性的介入，亦即以

「自我」作為一種事件的核心，特別於政治與倫理方面上講求對他人的責任、個人

權利於公共領域的建制，不論是以理論方式建構「自我」與他人的「自我」關係，

或者「自我」與他人「自我」發生衝突、協調與合作以達到一種實踐目的。不過在

此領域內部對於「自我」的主體性本質的問題並沒有詳細的釐清，以致於產生問題

與矛盾，無助理論於實踐的有效性。質問主體性的本質都早已被該領域的不同現象

議題所覆蓋，導致我們只針對這些議題的表面現象，而忽略了一些的看似理所當然

的自然預設。就以公共的領域為例，在我與他人共在以尋求倫理關係上，對於「自

我」主體性的預設下，「自我」於公義原則的要求必須與他人的「自我」一視同仁，

因而「自我」的本質是屬於眾多他人的自我之中其一；亦同時在理論的論述和行動

的原則卻同時將「自我」設定為一個獨立的道德「自主個體」，而異於他人的「自

我」，以顯示出「自我」獨特的意志與自由。因此以上對於「自我」的雙重預設無

疑是撕裂了自我的原初同一性，矛盾的狀態將會被以下問題被引發：到底為什麼「自

我」會被置放於他人與自我表象的擺盪之間？在如此自我內在的衝突狀態中，我們

又如何嘗試回應？ 
在流動不斷的現象世界和與他人共處的瞬間微妙關係，將「自我」視為一種可

見的表象、將主體的「自我」視為「客體」本身，與一種既定對象的存有者，基本

上是一種不合理與非真實的設定，這預設摧毀了自我作為生命體的原初性，包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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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生命情感、內在價值。昂希說：「在倫理行動原則上，倫理作為行動的目的、

規範與價值，而拋棄生命本身。在生命裡，並沒有任何目標與手段，因為在不同生

命之間的關係，不是作為一種意向性的關係於任何綻出於自身裡出現。」199生命運

動的成長與連續性，是出於生命自身不可見的生命必然性（nécessitié vitale），昂希

引用叔本華所說：「倫理想試圖塑造與改變意志(生命)是不可能。規範只適用於知

識上，但知識從不決定意志本身。」200昂希認為如果有手段與規範能夠規定生命，

而成為一種規範與理論的倫理學，那必須只能來自於生命本身，而非生命之外。倫

理的表象只是偶然的機遇，印記著短暫與當下的行動，更重要的是它展開了生命本

質的當下自發性，於沒有引發對象性的可能之前，已經進入世界的經緯。 
因此，如果我們回應到生命現象學理論作出描述，生命當下自發的倫理實踐行

動是直接連繫於生命內在的感觸肉身，具有感觸成分的實踐行動，是先於所有外在

的規範與倫理目的，以生命作為「自我」的倫理行動者直接以實質的方式感受他人

是一種生命體，而在我與他人之間是以一種直接給予的方式賦予兩方的倫理關係，

而他人是否作為可見者的身份顯現於我們面前，已經不是我們思考倫理行動的首要

條件，生命與他人共在的倫理關係已經超越他人於可見世界所顯現的位置，倫理行

動根據自身的實質感受作出與他人相關倫理行動，並回應他人不可見生命的意義。 
 
 
 
 
 
 
 
 
 
 
 
 
 
 
 
 
 
 
 
 

                                                       
199 Michel Henry, La Barbarie, édition Grasset Fasquelle, 1987, p. 167. 
200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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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文章翻譯：LA PEINTURE ABSTRAITE ET LE COSMOS（KANDINSKY）
201「抽象繪畫與宇宙(康丁斯基) 」 

 
§1 Le chemin qui mène aux choses – au coeur des choses – suit d’étranges détours. Zu den Sachen 

selbst ! : « Droit aux choses, mêmes ! ». L’impératif de la phénoménologie n’est pas si aisé à observer. 

Aujourd’hui nous avons perdu le monde. Comment l’avons-nous perdu ? Sans doute faudrait-il le savoir si 

nous voulions savoir aussi comment le retrouver. Ce n’est pas simple étourderie si l’homme a délaissé la 

demeure qui était depuis toujours la sienne : Terre et Ciel, vents et forêts, lumières et couleurs et jusqu’aux 

saisons où prenaient place les travaux. C’est un projet mûrement réfléchi qui nous a conduits là où nous 

nous tenons à présent – « là », si l’on peut dire : loin de tout, des forêts et du vent, de ce qui porte et 

nourrit, de nous-mêmes au fond. Et ce projet fut justement celui de connaître le monde, de le connaître 

systématiquement, scientifiquement. Systématiquement veut dire qu’il s’agissait d’en produire un savoir 

exhaustif ; scientifiquement que ce savoir devait être rigoureux, objectif, véritable : capable de s’imposer à 

tout esprit pourvu qu’il fût prêt à le comprendre. 

§2 Seulement, la nature où nous vivons change sans cesse : selon l’indice de la lumière, ses 

couleurs pâlissent ou s’avivient, ses formes s’étirent, se [232] ramassent, s’agrandissent avant de se 

défaire à notre approche. Apparitions fugitives, silhouettes mouvantes : comment fonder sur elles des 

énoncés universellement valables, rationnellement établis – des « vérités éternelles » ? 

§3 En éliminant de ce monde, duquel il importe de saisir l’être réel et ses apparences subjectives, 

variables d’un individu à l’autre, ses qualités sensibles dont nous croyons naïvement qu’elles sont dans les 

choses et composent leur essence véritable, l’intution de Galilée fut décisive, sur laquelle allait s’établir la 

science moderne. Au-delà du flux héraclitéen des phénomènes évanescents, de ces couleurs qui se 

dissolvent dans l’ombre ou dans un excès de lumière, de ces sons incertans, de ces odeurs indéfinissable, 

de ces silhouettes en mouvement – derrière lui se tient l’être stable et véridique de l’univers : les corps 

matériels et leurs figures. 

§4 Préfigurant de façon saisissante le texte fameux des Méditations où Descartes décrit le morceau 

de cire qui change de couleur, perd son odeur, modifie sa forme et tous ses attributs sensibles pendant 

qu’on le chauffe, nous découvrant alors ce qui demeure en lui, son extension, Galilée écrit dans le 

Saggiatore les lignes qui marquent le début de l’ère moderne : 

« Je me sens bien contraint selon la nécessité, aussitôt que je conçois une matière ou substance 

corporelle, à concevoir en même temps qu’elle est délimitée ou douée de telle ou telle figure, qu’elle est, 

par rapport à d’autres, grande ou petite, qu’elle est en tel ou tel lieu, qu’elle se meut ou est immoblie... et 

par nul effort de l’imagination je ne puis la séparer de ces conditions ; mais qu’elle doive être blanche ou 

rouge, amère  ou douce, sonore ou muette, d’odeur agréable ou désagréable, je ne puis forcer l’esprit à 

devoir l’appréhender comme nécessairement accompagnée par de telles conditions... Par où je suis 

entraîné à penser que ces saveurs, ces couleurs, ces odeurs, etc., pour la partie du sujet dans laquelle il 

nous paraît qu’elles résident, ne sont autres que de purs noms et tiennent seulement résidence dans le 

                                                       
201 PV3, p. 231-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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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ps sensitif, de sorte que, si l’on supprime l’animal, toutes ces qualités sont supprimées ou annihilées. » 

§5 De l’étendue et de ses figures il se trouve qu’il existe une connaissance adéquate, rigoureuse, 

idéale, dont les propositions demeurent elles aussi : la géométrie. Celle-ci est la langue, dont les caractères 

sont « des triangles, des cercles et autres figures », qui nous permet de lire « le grand livre de l’Univers ». 

Qu’après cela Descartes fournisse une formulation mathématique [233] des déterminations géométriques 

de l’étendue, alors, en effet, la science moderne, l’approche physico-mathématique de l’être du monde, est 

née.  

§6 Celle-ci consiste dans une réduction de la nature à une structure géométrique qui en est le 

soubassement intelligible – tandis que ese apparitions sensibles sont tenues désormais pour une simple 

apparence et, comme telles, négligeables. Le monde n’est donc pas ce que nous croyons voir, entendre ou 

toucher, le feuillage de l’arbre n’est pas vert, le ciel n’est pas serein ou menaçant, l’eau ne court pas 

joyeusement sur les pierres, celles-ci ne sont pas dures ou lisses dans notre main, l’herbe n’est pas 

odorante après la pluie ni la muraille brûlante sous le soleil. En même temps que ces qualités sensibles, 

c’est notre sensbilité qui se trouve exclue de cet univers réduit à une armature géométrique et, avec notre 

sensibilité, notre subjectivité tout entière, nos impressions, nos émotion, nos désirs, notre vie – tout ce qui 

fait de nous ce que nous sommes, à la différence des choses. Ainsi est né le monde inhumain de la 

modernité livré à la théorie scientifique et à ses calculs, à la technique, à un ensemble de processus 

objectifs qui fonctionnent d’eux-mêmes et ne poursuivent d’autre but que leur propre fonctionnement, 

dans l’ignorance de tout ce qui n’est pas de cette sorte. 

§7 Tout création, dit-on, est fille de son temps. On peut admettre cette proposition cum grano salis. 

Si la modernité techno-scientifique résulte du projet galiléen qu’elle porte à son terme, l’immense 

révolution plastique accomplie par Kandinsky au début de ce siècle prend bien son point de départ en elle : 

mais pour la dénoncer et la combattre, produire une sorte de contre-épreuve qui va restituer à l’univers 

dévasté par la réduction galiléenne ce que celle-ci, en effet, lui a ôté : notre vie. 

§8 L’équivalent esthétique de l’objectivisme scientiste, c’est la figuration. Comme lui, elle 

triomphe au XIXe siècle et s’exprime dans le réalisme, le naturalisme, toutes doctrines qui placent la 

réalité hors de l’homme, dans le dehors du monde précisément. Que peindre alors sinon ce monde en son 

objectivité ? Le pacte scellé depuis toujours entre l’œil et le visible trouve ici sa consécration. La peinture 

est un faire-voir et ce qu’elle fait voir, c’est le monde visible – ce qu’on voit. On pourrait s’interroger sur 

l’utilité de ce redoublement. Poursuivons. Comme la peinture se donne pour thème le monde visible, elle 

lui emprunte aussi ses moyens : les formes et les couleur. Que celles-ci s’étalent dans les choses ou sur le 

tableau, leur signification dans les deux cas est identique : ce sont des fragments de l’univers servant à le 

représenter. Représenter l’univers, c’est représenter ses objets. Formes et couleurs ne valent donc pas en 

tant que telles, elles ne sont pas perçues en elles-mêmes ni [234] pour elles-mêmes mais comme des 

signes, comme les indices des choses, les sihouettes mouvantes de ce que nous pervevons à travers elles et 

qui seul existe : ces objets et leurs connexions rigoureuses qui constituent la trame objective de l’univers 

réel. 

§9 Ici commence le grand renversement kandinskein, la contre-réduction qui va mettre hors jeu 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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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 Galilée avait retenu – ces portions d’étendue avec leur délimitation idéale que sont les objets – et 

rentenir ce qu’il avait écarté : la strate sensible et charnelle de l’univers à l’état naissant, ce flux 

d’impressions pures en lesquelles il se donne à nous en se fondant à notre vie. 

§10 En ce qui concerne les élément de la peintre, les couleurs et les formes sensibles, leur 

dissociation d’avec les objets sur lesquels nous les projetons ordinairement et dont elle apparaissent ainsi 

comme les propriétés, est l’événement en quelque sorte traumatique qui peut seul les rendre à elles-mêmes. 

Il s’agit de voir le rouge comme tel, au lieu de le saisir comme le rouge de ce buvard, de cette étoffe. C’est 

la signification objective de l’impression, son lien à la nature extérieur qui doit être brisé : à cette 

condition nous serons capables de la reconnaître, c’est-à-dire de l’éprouver dans ce qu’elle a de propre. Et, 

de même, chaque forme sensible ne doit plus être appréhendée comme la forme de l’objet ni sa perception 

se confondre avec le contour de celui-ci, si quelque chose comme un univers formel autonome, comme 

une valeur de la forme considérée en elle-même et dans sa pureté existe et peut être mis en évidence. Mais 

la référence objective de la couleur à ce dont elle est la couleur, de la forme à ce dont elle est la forme 

est-elle susceptible d’être abolie ? 

§11 C’est le génie de Kandinsky de l’établir en des analyses qui, parce qu’elles consistent en un 

retour à l’expérience pure, échappent à toute contestion. À 14 ans il avait vu, émerveillé, sortir des tubes 

d’une boîte de peinture qu’on venait de lui offrir, des couleurs pures, coulées éblouissantes [235] s’étalant 

sur la palette avant de se mêler les unes aux autres, y composant un monde nouveau, sans rapport avec le 

nôtre. Couleurs « pures » : non point parce qu’antérieures à tout mélange mais parce que détachées de tout 

objet : couleurs de rien, rouge, jaune, bleu comme tels ! Et l’on comprend alors pourquoi, nombre 

d’années plus tard, Kandisnky choisira de peindre un paysage des environs de Munich non pour lui-même 

mais à cause de la violence d’une couleur aperçue dans le contre-jour d’un sous-bois. 

§12 Des experimentations minutieuses, d’une exceptionnelle intelligence, permettront à Kandinsky 

de placer les forms sensibles dans une situation analogue à celle des couleurs répandues sur la palette, de 

les libérer de toutes attache à un monde d’objets, de toute relation à un contenu transcendant qu’elles 

auraient mission d’induire ou de représenter. Nous ne percevons jamais la forme d’une lettre mais 

seulement sa fonction linguistique, qui consiste à être partie d’un mot, lequel n’est lui-même que le 

véhicule de quelque signification idéale : « homme », « maison », « carré », etc. C’est seulement en 

arranchant la forme à signification qu’elle revêt dans l’expérience, en revenant au trait sensible et en 

l’éprouvant dans sa présence muette que nous pouvons mesurer son effet sur notre sensibilité, sa valeur 

proprement formelle. Ce sera le cas si nous considérons les caractères d’une langue dont nous ne 

comprenons pas le sens, des hiéroglyphes par exemple. Alors le pouvoir mystérieux de la forme réduite à 

elle-même et perçue pour elle-même s’imposera à nous. Une telle situation peut être généralisée : toute 

forme isolée du contexte où elle remplit sa fonction habituelle – tel un point ou un tiret placés hors d’une 

phrase – laisse retenir en nous une sonorité encore inouïe, s’offre à une expérience entièrement nouvelle, 

qui est justement celle de la forme elle-même. Dès lors surgit, à côté de l’univers autonome de couleur 

pures dont le regard ébloui de Kandinsky avait découvert sur sa palette l’existence indubitable, celui des 

formes pures, qui ne sont formes d’aucune chose, d’aucun objet, qui ne portent aucune sign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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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érente de leur nature de formes, de ces graphismes sans nom dont elles nous donnent à entendre la 

résonance insolite.  

§13 Où se tiennent ces forms et ces couleurs pures si ells ne sont plus adossées à l’ordre objectif de 

l’univers, si ells n’appartiennent plus aux choses comme leurs parties ou leurs moments, leurs « qualités » ? 

Quelle [236] puissance les recueille, leur permettant de dérouler leurs apparitions magiques devant notre 

regard, sinon celui-ci ? Ne s’offrent-elles pas à lui comme ces pans d’extériorité, ces plages de couleurs 

étendues à la surface des choses et comme leurs limites – leurs « formes » ? 

§14 Seulement, la couleur est une sensation, une impression, et la « chose » ne sent rien. Le buvard, 

l’étoffe ne sont pas rouges, pas plus que le mur n’est chaud ou que mon bras n’est douloureux. Être chaud, 

c’est éprouver de la chaleur : seul ce qui est capable d’éprouver quoi que ce soit et d’abord de s’éprouver 

soi-même, seule la vie peut connaître la chaleur. De la même manière, c’est en tant que vivant et habité 

par une subjectivité que mon corps peut être douloureux. En tant que partie d’étendue, en tant que 

« chose », il ne sent rien, lui non plus. Et ce qui vaut de la chaleur et de la douleur vaut de la couleur. 

Aucune portion d’étendue, laquelle ne se toutche ni se sent soi-même, ne peut éprouver cette impression 

qu’est le rouge – aucune couleur concevable. Pour le dire avec Descartes, couleur, douleur sont des 

modalités de l’âme. 

§15 C’est le point où l’intution de l’artiste rejoint celle du métaphysicien. L’extraordinaire théorie 

kandinskyenne des couleurs les désigne comme des « sonorités intérieures », des « tonalités », c’est-à-dire 

des modification pathétiques de notre âmes, comme ses « vibrations ». Il y a bien une couleur étalée sur 

les choses, mais elle n’est que la projection au-dehors de ce qui trouve son site originel en nous, là où 

notre vie s’étreint dans l’immediation de son pathos, avant que se lève l’horizon d’un monde, avant que 

brille sa lumière. C’est pourquoi chaque fragment colorié de l’univers ou du tableau a son retentissment 

dans l’âme et nous touche, parce que la teneur concrète de chaque couleur visible, « noématique », est en 

nous son impression invisible. Faire une théorie des couleurs, ce n’est pas répertorier la gamme des coloris 

apparents avec leurs nuances innombrables, c’est donner à sentir leur résonance, cette émotion qui ne se 

lie à aucun d’eux par l’effet d’une association hasardeuse, mais s’identifie à son être, qui est sa sensation. 

Peindre, utiliser ces couleurs, les disposer sur la toile d’une certaine façon, ce n’est pas se guider sur leur 

ordonnance visuelle, reproduire un arrangement objectif, c’est les choisir pour leur pouvoir dynamique et 

pathétique, c’est peindre ce pouvoir dont le jeu se confond avec l’histoire de notre vie. 

§16 [237] Voilà pourquoi toute peinture est en réalité une peinture de l’invisible, une peinture 

« abstraite », au sens de Kandinsky. On ne peint que ce qu’on ne voit pas, ce qu’on n’a jamais vu. Qui a vu 

les Rois Mages s’agenouiller devant la Vierge et lui tendre les présents, le Christ surgir du tombeau, l’ange 

rentenir la main d’Abraham, la mer Rouge se retirer devant les Hébreux ? Et les couleurs de ces manteaux 

somptueux, de ces étoffes de brocart, de ces yeux fuligineux, de ces chevelures flamboyantes, de ces corps 

de gloire, de cette mer d’or, comment les emprunter à des scènes dont personne ne fut témoin ? Il faut en 

convenir : c’est en lui, là où elle se donne à senitr et résonne selon le mode qui lui est propre, qui est son 

impression, que le peinture puise le seul motif concevable de placer telle couleur à tel endroit de la toile, 

de la juxaposer ou de la mêler à d’autres, élues pour la même raison. Et ce qu’il peint, ce que représen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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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tte couleur jamais vue, ce n’est pas quelque fragment insignifiant de l’univers, c’est ce pathos, celui de 

la couleur et le sien indissolubement figuratif des XVIIIe et XIXe siècles – toute grande peinture donc a 

été cela : l’expression pathétique de notre vie et ce qui permet à chacun de l’éprouver en lui plus 

intensément.  

§17 Mais les forms, ces configurations empruntées aux choses, ces traits en tout cas devant nous sur 

le tableau et que nous pouvons suivre du regard, plongent-ils eux aussi dans la subjectivité abyssale de 

notre vie, n’en sont-ils qu’une manifestation ? Rien d’autre. Car toute forme est une force, et la force n’est 

qu’en nous, cette force une et toujours la même qui meut nos yeux et nos membres, qui soulève notre 

pointre ou repose avec nous quand nous négligeons de la mettre en oeuvre – la force de notre corps vivant 

qui est aussi celle de l’âme et de ses pensées. Pour chaque actualisation de ce pouvoir et pour chacune de 

ses modulations – de l’éveil timide à l’exercice diffcile et triomphant, à l’assoupissement, à l’épuisement 

ou à l’arrêt – un grahisme particulier se propose, non point comme son équivalent objectif arbitraire mais 

pour autant qu’il est le produit de cette force. 

§18 Déjà le point qui résulte de l’incision d’une surface par un instrument trenchant, forme minimale 

et insignifiante, semble-t-il, dont la sonorité intérieure demeure voilée par la fonction grammaticale qu’il 

remplit dans [238] une phrase (à moins qu’on ne le place en marge ou au centre d’une page blanche) – ce 

point est une force qui repousse l’espace autour de lui, refuse de s’y perdre et revient sur elle-même : force 

concentrique, énorme, invulnérable, que rien n’aura loisir de pénétrer ou d’entamer. Qu’une autre force 

agissant de façon continue s’exerce de l’extérieur sur lui et l’arrache à son insertion dans le plan, le 

déplacement du point qui s’ensuit est une ligne droite, la résultante de cette force et sa manifestation 

immédiate. Deux forces s’exerçant sur le même point de façon successive engendrent la ligne brisée ; 

ensemble elles produisent une courbe dont l’inflexion traduit leur degré de puissance respective. 

§19 On peut alors construire autant de types de lignes qu’il est possible de concevoir de manières 

pour la force de se déployer, de se combiner à d’autres, de s’unir à elles ou de les combattre. Se lève alors 

devant nos yeux un univers lyrique (produit d’une force unique ou de forces concordantes) ou dramatique 

(produit de forces antagonistes) dont chaque archétype formel, procédant de nos pulsions et de nos 

passions, se propose comme l’un de leurs « états ». Ces groupements de lignes, la combinaison à l’infini 

de leurs types aboutissent à l’edification de complexes graphiques dont la signification picturale, 

c’est-à-dire dynamique, a fait de la part du maître de Bauhaus l’objet d’une étude systématique. Ainsi s’est 

constitué de manière consciente, par l’effet d’une libération sans précédent de la imagination créatrice, un 

véritable vocabulaire des formes qui n’est autre que celui des forces et des puissance de notre âme. 

§20 Les intuitions que nous avons tenté de surprendre à l’intérieur de la praxis concrète en laquelle 

s’accomplit la révolution plastique de l’abstraction, ce philosophe de génie que fut aussi Kandinsky les a 

formulées explicitement dans sa théorie des éléments. Il s’agit des éléments de toute peinture, soit ces 

formes et ces couleurs dont nous parlons. Selon l’analyse qui en est faite, tout élément est double, à la fois 

extérieur et intérieur, visible et invisible : cette graphie coloriée, devant nous, désormais sans modèle, où 

la couleur a reçu licence de déborder le trait, d’une part ; son retentissment dynamique et pathétique en 

nous, non comme un accompagnement extrinsèque, mais comme sa réalité véritable, métaphys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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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utre part. Parce que la subjectivité vivante constitue la réalité de l’élément, c’est elle et elle seule – en 

cela consiste la révolution de [239] l’abstraction – qui fournit désormais le principe de la composition, 

c’est en raison de leur puissance émotive que toute forme et toute couleur seront convoquées ou 

construites. 

§21 Or voici le point décisif : les éléments de la peinture sont aussi ceux du monde. Le monde réel 

que nous voyons et où nous vivons – non l’arrière-monde scientifique archétypal constitué d’entités 

physico-mathématiques et construit idéalement à partir du monde sensible – ce monde-ci donc est 

composé de formes et de couleurs, tout comme un tableau. La théorie des éléments s’applique dès lors aux 

éléments de l’univers aussi bien qu’à ceux de la peinture et de l’art en général. Tout élément du monde 

réel, par suite, est double lui aussi, visible et invisible à la fois, tout couleur réelle a sa tonalité affective, 

toute forme sensible son dynamisme. Et s’il se trouvait d’aventure que le monde comportât d’autres 

éléments que ses formes et ses couleurs, des objets par exemple, ou encore des matériaux tels que le bois, 

la toile, le stuc, le métal, l’ivoire ou le verre, il faudrait affirmer de ces derniers qu’ils possèdent eux aussi 

puissance et force, avec leur pathos propre. C’est pourquoi d’ailleurs lorsque le peintre utilise comme 

support matériel de son tableau du ciment stuqué ou du métal griffé, c’est pour la même raison que celle 

qui lui fait choisir telle graphie ou tel chromatisme : pour sa tonalité intérieure. Quant aux objets, ils ne 

nous touchent et n’existent que dans ce retentissment pathétique, leur expérience est notre subjectivité 

même. 

§22 Cette résonance des choses les plus simples, il est vrai que nous avons cessé de l’entendre. Leur 

utilisation immédiate vers laquelle nous jette l’existence ordinaire en a voilé pour nous la sonorité 

profonde. C’est la fonction de dépaysement de l’art, en balayant la signification d’ustensiles ou d’outils 

qu’ils revêtent dans l’affairement quotidien, de restituer aux objets ce que nous appelons leur vie : cet 

ébranlement de la nôtre, ce tremblement dans lequel ils nous adviennent. « Toute chose, écrit Kandinsky 

dans Regards sur le passé, frémissait. Non seulement les étoiles, la lune, les forêts, les odeurs dont parlent 

les poètes, mais aussi un mégot gisant dans un cendrier, un bouton de culotte blanc, patient, qui nous jette 

un coup d’oeil de sa flaque d’eau dans la rue, un petit morceau d’étoffe docile qu’une fourmi serre dans 

ses mandibules et tire à travers l’herbe haute vers des buts incertains et importants... – tout cela me 

montrait [240] son visage, son être intérieur, l’âme secrète qui se tait plus souvent qu’elle ne parle. » 

§23 Un art qui dirait les objets rendus à eux-mêmes, un réalisme véritable, le « Grand Réalisme » du 

douanier Rousseau, repose sur le même principe que la peinture abstraite : sur la subjectivité radicale de 

tout ce qui est. 

§24 Tout pensée véridique nous déroute. L’abstraction s’était définie contre la figuration. Elle 

procédait de l’echec massif du naturalisme et, plus généralement, du réalisme sous toutes ses formes. Il ne 

s’agissait plus de répresenter la nature extérieure, ce qui ne possède qu’un attrait limité et que, de toute 

façon, nous connaissons déjà. En renonçant à toutes ses marques objectives, en s’engageant somme toute 

sur la voie suivie depuis toujours par la musique : exprimer les mouvements de notre âme, la peinture 

s’imposait une finalité nouvelle, proprement renversante. Elle devait se faire peinture de l’invisible, faire 

voir ce qu’on ne vit jamais. Comment y parvenir avec des moyens empruntés à ce monde et qui, pa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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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égrantes des choses ou disposés sur un toile, n’en continuent pas moins de paraître devant nos yeux ? 

En montrant que ces moyens eux-mêmes, que la réalité des choses en tant qu’elle nous impressionne, en 

tant qu’impression, n’est pas différente de notre vie. Telle est la démonstrations fabuleuse établie par la 

théorie kandinskyenne des éléments avant d’être accomplie dans son oeuvre.  

§25 La nature n’est donc pas ce que la modernité en a fait, quelque substance extérieure à nous, 

étrangère, autonome, difficilement accessible et dont nous serions le reflet fugace et incertain. Elle plonge 

ses racines en nous, dans la Nuit de notre subjectivité sans fond et en procède secrètement. Nature 

originelle, subjective, dynamique, impressionnelle, pathétique, dont nous sommes la chair, dont chaque 

battement est un battement de notre sang, qui se lève devant notre regard, cède à la  

pression de notre main, air que nous respirons, sol que nous foulons – ou plutôt cette respiration 

elle-même, ce mouvement, ce corps que je suis : cosmos ! 

§26 « Le monde, écrit Kandinsky dans l’article Sur la question de la forme, est rempli de résonances. 

Il constitue un cosmos d’être exerçant une action spirituelle. La matière morte est un esprit viva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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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繪畫與宇宙(康丁斯基) 」 
 

§1 有一條道路指引著事物到達其的核心，但卻跟伴隨著極端的迂迴。「面對事

物本身！」 « Droit aux choses mêmes ! » 現象學的命令並沒有那麼簡單去遵守。當

今我們已經遺忘了世界。到底我們怎樣遺忘？無疑，我們必須認識世界如同我們希

望所認識的一樣，與當同時我們該如何重新尋獲世界。這件事情不是簡單地輕率，

就像人類早已忽略他們一直所居住已久的地方，例如：大地與天空，風與森林、光

線與色彩和季節的氣候運轉。此反思計劃反覆地導向我們到達的「那」（là），其實

正是我們現在身處的「此」（là），這就是說，所有遙遠的東西，如森林與它的風於

根基上支撐與養育著我們。此反思計劃正恰好是認識世界的計劃以及系統地和科學

地的知識計劃。系統地指的是有關於生產出透徹的知識；而以科學地則指該知識必

須是嚴格、客觀和真實：知識已經準備去理解所有有能力的精神，並規定他們。 
§2 不過，我們所身處的自然是不斷地改變：例如燭光，其燦爛的顏色使得燭

火更為旺盛，其形式的伸展、收攏與增大都擺脫了我們試圖研究的角度。短暫逗留

與運動的側影：到底如何對它們普遍地而有效與理性地建立—「永恆的真理」？ 
§3 為了排除這個變動的世界，最重要的事就是把握真實的存有和個人與他人

所變動的主觀現象，我們天真地認為感性的性質就在事物裡面以及構成事物的真實

本質，而伽俐略的直覺決定了現代科學的建立。在超越赫拉克利圖斯的短暫現象流

動，其色彩被溶解在黑暗或者過度光線裡、其現象的不確定性、難以表達氣味和運

動變化的側影，在赫拉克利圖斯的背後都保持於穩定的存有與確切的宇宙：物質身

體與其形狀。 
§4 笛卡兒在以前瞻方法引起別人注目所著名的《沉思錄》裡，描述了當燃燒

蠟塊時，蠟塊改變顏色、失去氣味、改變其外形和所有感性的屬性，然後我們會發

現蠟塊所延存下來卻是它的擴延，伽利略於 Saggiatore 所書寫的段落標誌著現代時

期的開始： 
「依照著必然性我感覺到受限制，直到我構想到身體性的物質或實體，同時地

設想到它是由不同的外形所限制與賦予、它是與其他而言具有大小之分、它是在特

定的位置和它可以移動或者靜止……以及在沒有任何想像的努力下，我無法隨著區

分以上條件。以上想像應該以白色與紅色、硬與軟、有聲與無聲和香氣與臭氣而存

在，不過我無法強迫靈魂應該理解以上的想像，因為這必然地被附帶某些條件……
而我被連帶著所思考的各種味道、色彩與氣味等，直到現在為止所考慮到的相關主

題而言，它們的存在只是一些純粹的名字駐留著感覺身體（le corps sensitif），如果

將動物性拿走，所有的性質將會被拿掉與被消滅。」 
§5 伽利略所發現的擴延與其圖形出現了一種充足、嚴格和完美的知識而可以

用各種命題加以延續，那就是幾何學。那是一種語言，其特質是「各種三角形、圓

形與其他圖形」，我們允許解讀為一本「巨大宇宙之書」。隨著笛卡兒以數學公式為

空間的幾何學提供養分之後，確實地確定了現代科學以物理數學的途徑探究世界的

存有就因此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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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將自然化約為幾何學結構於可理解的基礎上是相一致的，然而感性的現象

從此以後只是一種簡單的現象甚至被視為微不足道。世界因此並不是我們相信所觀

看、認識或觸摸的世界，樹上的樹葉並不是綠色，天空並不晴朗或昏暗，流水不愉

快地在石頭之間上奔流，石頭在手上並不是軟或硬，青草在大雨過後或者圍牆被太

陽的日曬下不會有芬芳的氣味。在同時間下所謂的感性性質，我們的感性發現被宇

宙所排除而簡化為一種幾何學的骨架，以及我們的感性、我們整體的主體性、我們

的印象、我們的情感、我們的欲望和我們的生命，所有的所造成大家之所是的都被

化約為不同事物。因此從非人類世界的現代性之書到科學理論、計算、科技與整體

的客觀性進步皆發揮了自身的功能，而只追求與他們相關功能的目標，而忽視其他

不是此類別的目標。 
§7 所有的創作皆是他們時代的女兒，必須承認這些命題是不能盡信。如果現

代性的技術科學帶來伽利略主義計劃的結果，並以此作為自身的終點，則巨大的造

型藝術改革恰好是一個好的開始點於這個世紀的開端發生，並由康丁斯基所實行：

但為了廢除與制止，引起一種朝向體驗而重新恢復由伽利略主義的化約所破壞的宇

宙，而事實上，我們的生命已經遠離伽利略。 
§8 科學客觀主義的美感對稱就是一種具象，就像伽科略，此具象戰勝了十九

世紀和解釋於實在論和自然主義，所有的理論確實地將真實置放於人類之外並與世

界無關。如果不以客觀性描繪世界，則又怎樣描繪？協定經常保證眼睛與可見物之

間找到繪畫的確認。繪畫是「被觀看」（faire-voir）和「觀看什麼」（ce qu’elle fait 
voir），就是我們所觀看的可見世界。我們可以質問這雙重性的用處是什麼。繼而，

因為繪畫給予可見世界的題材，繪畫以形式和色彩為手段摹仿世界。繪畫手段在事

物或者於畫布上所展示的意義在兩者的情況都是相同，它們都是宇宙的碎片被用作

再現宇宙，再現宇宙就是再現宇宙的各種對象。因此形式與色彩的價值並不是出於

它們自身，它們不能以在己與為己的方式被知覺，但我們可以以事物的符號與象徵

和輪廓運動的方式知覺它們，並且它們只能以此種方式存在：而各種對象與它們嚴

謹的連結構成了真實宇宙的對象點陣。 
§9 從巨大翻轉的康丁斯基主張開始，反對化約拒絕了伽利略所保留的擴延比

例與觀念的界線作為對象，以及保留著康丁斯基所已經區分的感性層與宇宙肉身的

誕生狀態，他所給予我們的純粹印象流奠定了我們的生命。 
§10 對於什麼是繪畫的元素、色彩與感性形式和與對象的分解，我們通常地都

預設它們顯現為一些性質是由某類外在所加諸的事件，而且必須單獨地給予它們於

自身。理應本身所觀看紅色，而不是把握為記事本與布料上的紅色。這是對象性的

紅色意義，而該意義所連結著外在的自然必須被制止：我們將能夠重新認識該意義

的條件，就是說以適當的方式體驗它。同樣地，假如每事物如同自主形式的宇宙（un 
univers formel autonome）、或者重視自身形式的意義以純粹方式出現和能夠被展

現，則每一種的感性形式不應該再以對象的形式或者以知覺混合著對象輪廓的方式

被理解。但是，從色彩與形式的對象指涉到色彩或形式本身之間，這些對象指涉有

可能被消除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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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這關鍵於康丁斯基的天賦所作建立的分析，因為這些分析是一致於可能返

回純粹經驗，而且避開了所有的爭論。對於只有十四歲的他而言，他已經惊奇地從

一個由別人所贈予的色彩盒以及純粹的色彩中跳躍出來，在不同色彩的混合前，展

現在調色盤上的奇妙色彩在與我們毫無關係下組合成新的世界。各種「純粹」色彩

的意思並非因為預先混合在一起，而是與所有對象相分離，色彩無非就是紅色、黃

色與藍色而已。就在數年之後，我們終於將理解到為什麼康丁斯基在繪畫慕尼黑週

遭的風景之際並沒有選擇風景本身，而因是出自於森林的背光引發到他感受到劇烈

的色彩。 
§12 在反覆詳細的實驗與意外的領會下，使他在類似的情境裡可以放置不同的

感性形式到調色板上的色彩，而解放了所有與對象世界的捆縛，以及所有與對象以

演繹或者再現超越內容為目標的關係。我們從不知覺到字詞的形式，只有知覺到與

字詞的部分相一致的語言學功能，而字詞自身只是一些觀念意義的媒介工具，例如

「人類」、「家」與「正方形」等。只有從意義裡奪回覆蓋著經驗的形式、返回到感

性的表達方式和在無聲寂靜的存在裡體驗，我們才能夠在我們的感性上衡量字詞的

效果以及適當的形式意義。這種情況猶如我們考慮到我們從來不理解語言的字體意

義是什麼，例如象形文字（hieroglyphes）。然後，形式的神秘能力還原到自身，以

及以自身的方式知覺而給予我們。整個情境可以以下方式概括：所有的形式隔離於

充滿著慣用功能的脈絡，全部的「點」（point）或破折號（tiret）都置放於語句之

外，讓它們再次在我們身上引起前所未聞的音調（sonorité），以及完整地給予我們

全新的經驗，這正是點與破折號的形式本身。從此之後，康丁斯基的耀眼視線於現

實存在的調色盤裡的旁邊發現了純粹色彩的自主宇宙（l’univers autonome），而這

些純粹形式並不是任何事物與對象的形式，並不是含有任何異於它們形式本質的意

義，形式以無名的圖形給予我們聽到奇特的迴響（résonance insolite）。 
§13 如果純粹形式與色彩沒有了靠攏著宇宙的客觀秩序，如果純粹形式與色彩

沒有屬於事物與其部分、運動與「性質」，那它們如何保持於自身？到底有什麼的

力量聚集了它們，使得它們可以展開神奇的顯現於我們眼前？否則的話，難道形式

與色彩並不是供給予外在牆壁的物體，從色彩的平面擴延到事物的面積，就像事物

的範圍就是事物的「形式」本身嗎？ 
  §14 不過，色彩是感覺與印象，但事物感覺不到任何東西。吸墨紙與布料並

不是紅色，牆壁不是熱或者我的上臂並不是痛楚。所謂熱的存在，是體驗到熱：只

有首先自己體驗自己才能夠體驗某物。在同樣的方式下，這是出於主體活著與生存

著之下，我的身體才能以痛楚存在著。作為擴延的部分或者物體，皆無法感覺任何

東西。熱與痛就是相當於色彩，沒有任何一部分的擴延可以觸摸自身與感受自身，

以及不可能體驗紅色的印象或者具有任何可想像的色彩。對於笛卡兒所言，色彩、

熱與痛都是靈魂的樣態。 
§15 重點在於藝術家的直覺要與形上學家連接一起。特別的康丁斯基的色彩理

論將色彩視為「內在音調」與「音調」，這意謂著是我們靈魂的感觸變樣，視為「共

振」（vibrations）。當然，色彩是顯現於事物上，不過色彩向外投射所尋找到的原初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83 
 

位置則是在我們之內，而該位置則是我們生命擁抱著當下的感動（pathos），並先於

世界場域升起之前與先於光線照耀之前。這就是為什麼每個宇宙與繪畫染有色彩的

部分都在靈魂與我們所接觸之內都具有迴盪（retentissement），因為每個可見色彩

的具體意向內容在我們之內都是不可見印象。學習色彩理論，並不是編制表面上色

彩的色列與無數的色調變化，反而是給予感受色彩的迴響（résonance），此種情感

並沒有連接著偶然的聯想結果，反而確認了感覺的存在本身。在繪畫裡使用色彩並

且以特定方式將色彩部署在畫布上，這並不是以色彩的視覺排列所指導著或者再造

著客觀的佈置，反而選擇色彩是為了色彩的感觸與動躍力量，繪畫是一種遊戲混合

著力量與我們的生命歷史。 
§16 這就是為什麼所有繪畫在真實上都是不可見的繪畫，以康丁斯基的意義上

就是「抽象」繪畫。我們所畫的是我們看不見以及從來沒看見的。到底誰有看見三

位智者下跪於聖母面前並奉上禮物、耶穌從墓中復活、天使抓著阿伯拉罕的手或者

紅海在希伯來人面前退潮？絢麗的披風、絲緞質地、隱晦的眼神、閃耀的頭髮、充

滿光茫的身體與金黃海水，這些描繪的色彩如何被借用到不曾有曾經目擊過的場

景？必須承認，以上事物、人與地方所給予的感受與迴響都是根據著它們所適合的

模式與印象而獲得，使得繪畫取得唯一可理解的主題，安排某種色彩於畫布上的某

部分，以及根據同樣的理由并置或者混合不同部分。描繪與再現從來沒看過的色

彩，並非某些無意義的宇宙部分，而是「感動」（pathos），色彩與它本身是密不可

分。始於所有繪畫的起源，如果我們排除十八世紀與十九世紀的形象藝術崩塌之

外，所有偉大的繪畫都是生命的感觸表現，以及使所有人更強烈地體驗繪畫。 
§17 但形式與形象被借用到不同事物的時候，此表達方式展現在我們的繪畫面

前，使我們能夠跟隨著觀看，到底此表達方式同時是否浸潤到我們生命的主體性深

淵？它們是一種彰顯嗎？沒有其他，就是如此！因為所有形式都是一種力，而力只

有在我們之內，此力一直以來同樣地驅動著我們眼睛與身體，當我們忽略進入作品

時，力激起了我們的氣息或者回應著我們，我們身體的力同樣是靈魂的與思想的

力。對於每種力的實現化與變異，從畏縮的覺醒到艱難與勝利的練習、半睡半醒、

耗盡或到停頓，獨特的圖像所展現的並非僅等同於專橫的客觀，而是圖像作為力的

產物。 
§18 點作為由切割工具所切割出平面的結果，看似來，內在音調被掩蓋於語句

內的文法功能，逗留在無意義與極小的形式(最少我們不會將點置放在邊緣或者白

紙上的中心），此「點」是作為力推開在週遭包圍著它的空間，拒絕在空間裡失去

自身以及屬於空間：向心、極大、無懈可擊的力量，沒有任何的光線可以允許穿透

與劃破這股力。而其他活躍的力持續在「點」的外面行使它的力，在平面上爭取對

「點」的置入，「點」的移動在其後成為了直線、合成的力量與它的當下顯現。兩

股力連續地行使於相同外表的「點」造成了折線；而彎曲各自地地表達了它們力的

程度，而共同地生產出曲線。 
§19 然後我們同樣地必須建立「線」的種類，以不同的知覺方式使力量展現、

給合於與其他力、同一到其他力或者與其他力鬥爭。每一種原型的形式起源於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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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沖動與激情，以及提出不同形式的狀態，而於我們眼前所揚起抒情的宇宙(單獨

力量或兩股相協調力量的結果)，或者戲劇性的宇宙(兩股對抗力量的結果)。動態圖

像的意義使當時部分包浩斯的教授以此做出系統性的研究，包括從不同線條的聚集

與組合到線條種類的無限性通往到複合線圖的建立。透過創造性的想像所帶來前所

未有的自由效果構成了如此清晰的風格，各種形式的真實語詞無非就是形式的力量

與我們靈魂的力量。 
§20 不同直覺使我們試圖為具體實踐的內在感到意外，而內在的實踐實現了抽

象造型的革命，天賦的哲學使康丁斯基明確地製訂出不同直覺於不同元素的理論。

我們所談論的形式與色彩都適用所有繪畫的元素。根據之前所作的分析，所有元素

皆是雙重於外在與內在和可見與不可見：從今以後於我們面前這些沒有模型的染色

圖像之中，色彩接受著充分流露表達方式的許可，色彩的動態與激情傷痛的迴盪於

我們之內，並不是因為外來的伴奏，而是形上學確實的真實。因為活生生的主體構

成著元素的真實性，生命與元素獨自地一致於抽象概念的革命，從此以後提供了作

品牌構成的原理，所有形式與色彩將合理地召集與建構它們的情感力量。 
§21 然而以下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點：繪畫的各種元素同時就是它們的世界，我

們所觀看與活著的現實世界，並非科學原型世界所建構數學與物理的物體，而離開

於感性世界而理念地建立的世界，此世界是色彩與形式所構成，如同繪畫一樣。各

元素的理論因此應用於各宇宙的各元素以及一般藝術與繪畫。所有現實世界的元素

因此雙重化到可見與不可見，所現實的色彩具有感受的音調與所有動態的感性形

式。如果元素意外地尋找到世界所運轉著各形式、色彩與對象的元素，例如：木材、

布料、水泥、金屬、象牙與玻璃的不同材料，那元素必須肯定這些材料同時地具有

著能量與力量隨著它們屬己的感動。這就是為什麼當繪畫除了運用粉刷水泥與劃傷

金屬作為支撐繪畫的材料之外，也同時出於同樣的原因繪畫會選擇根據元素的圖形

與音調：基於自身內在的音調。對於對象而言，對象只能以觸摸與激情傷痛的迴盪

的方式與我們存在，它們的經驗就是我們的主體性本身。 
§22 我們已經停下來去注意最簡單而真實的事物迴響。我們拋開平常覆蓋著存

有的面紗，為了深遠的聲音而直接地面對著事物迴響的效果。藝術改變環境的作用

在於清除工具與功能的意義所預設的日常忙碌，重新恢復我們呼喚對象的生命：事

物突然地使我們處於動盪與震惊之中。康丁斯基於《回憶錄》這樣說：「所有事物

都搖動起來，不管是繁星、月亮、森林與詩人所描述的香氣，但同樣地，從煙蒂躺

在煙灰缸裡、在衣服上的白色鈕扣、我們耐心地投擲自己的眼光到馬路上的一灘

水、柔順的碎布到一隻螞蟻緊握自己的上鄂，向上攀爬著青草通往到不確定而重要

的目的地…所有的這些都展現出自己面貌、內在的存有自身，神秘靈魂的沉默更常

多於他自身所說的。」 
§23 藝術說出對象自身逼真之處在於正確的真實與海關員盧梭的「偉大的真

實」，藝術建立於抽象繪畫的相同原理：全部都於徹底主體性之上。 
§24 我們迷失於所有真實的思想。抽象被認為是對立於具象。抽象是來自於自

然主義的巨大失敗，以及更一般而言，是現實主義下的所有形式。這已經不再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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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現外在的自然，而只掌握於有限的愛好，以及所有我們已經瞭解的方法。在放棄

所有客觀的印記，在參與所有整體於由音樂所帶領著的道路：展現著我們靈魂的不

同運動，繪畫屬己顛覆地加入了新的目的。繪畫應該被畫出不可見和被觀看到我們

從來沒有看過的。如何借由著方法通往世界，進入事物的部分或者安排於畫布上，

而並不會更少地繼續顯現於我們的眼前？以展現那些方法，各事物的真實作為於我

們引起著感受與同時作為印象之際，在我們生命之內並沒有任何差別。如此美妙的

示範是由康丁斯基的元素理論透過他的作品實現之內所建立的。 
§25 因此自然不再是現代性所執行的某個外在於我們、外來、自主、難以進入

的實體，使我們只是一個短暫與不確定的倒影。自然是在我們之內，於沒有根基的

主體性的黑夜之中以秘密的方式浸潤著它的根基。我們的肉身就是原初、主體、動

態、感受印象與激情感傷的自然，而每一個自然的脈動就是我們的血液，自然引起

我們的視線，聽任於我們雙手的壓力，而我們吸引著的空氣與我們踐踏著的泥土，

或者更確切地說，我就是那個正在呼吸自身、運動與身體的宇宙！ 
§26 康丁斯基在《論形式的問題》的文章裡曾說：「世界充滿著迴響。世界構

成了精神行動存在為主的宇宙。物質的死亡就是精神的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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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 康丁斯基的《組成》作品 

 
Composition VII, 1913 

Huile sur toile, 200 X 300 cm 

基於篇幅所限，本部分只以最為著名的《組成》VII 作簡要說明。康丁斯基於

《抽象藝術的精神》（Du Spirituel dans l’art, et dans la peinture en particulier）結論

中，將抽象繪畫的來源分為三種，分別「印象」（Impressions）、「即興」（Improvisations）
與「組成」（Compositions）。此三種的來源種類奠定了日後抽象繪畫風格發展的多

元性，他分別對此三種來源作出說明：「『外在自然』（nature extérieure）的直接印

象以圖像與構圖的形式方式被表現，此類圖像稱為印象。突然地以內在機制與無意

識的表現處理主題，作為內在自然（nature intérieure）的印象，此類稱為即興。在

首次的草稿後，詳細地研究表現的方式以形成特定的表現效果，此稱為構成。此時，

理性、意識、意向與效能發探了主導的角色。」202無疑地，《組成》對康丁斯基而

言，是結合了《印象》與《即興》意識與無意識的抽象繪畫創作的來源，《組成》

的表達主題出入以上兩種精神的狀態，而構成出不同的圖像意象。 
雖然《組成》VII 於四天內短時間完成，但前置準備工作甚為複雜，多次於不

同素材上反覆試驗和於多重步驟的草稿上，嘗試在形式與色彩之間尋找內在的一致

效應(先後至少發現有 21 幅的水彩、構圖與素描，以及。幅的油彩研究)，並透過

多樣的主題陳述呈現出抽象繪畫現象背後的音調（sonorité），其中表達出基督宗教

的末世論，包括洪水、救贖與最後審判等主題配置於畫面中的不同位置，並以交錯

                                                       
202 Kandinsky, Wassily, Du Spirituel dans l’art, et dans la peinture en particulier, Paris, Edition Denoël, 
1989, p.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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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疊與向心方式鋪陳。在主題意象的方面，並於沒有以具象圖像方式被表達的情況

下，點、線、面與色彩這些純粹抽象元素整體地表現精神性、情感和生命的意象。

抽象元素到底如何被顯現為不可見的意象，正是本論文一直試圖以昂希的現象學填

補以上兩者之間的空缺。 
  

 
上圖為康丁斯基於四天內完成《組成》VII 的日誌紀錄(從左至右上至下)203 

 
 
 
 
 
 
 
 
 
 
 

                                                       
203 Sers, Philippe, Kandinsky. L’aventure de l’art abstrait, Paris, Editions Hazan, 2015, p.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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