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主體性悖論成因之第二階段深入——向發生現象學的探掘 

 
第一節  作為注意前景意識之主動理性意識 

 
 現在，我們整個探究工作的努力方向，無疑便是繼續對作為注意前景意識之

主動理性意識與作為潛在（不注意）背景意識之被動感性意識進行更加深入細密

的考察。但是，在正式繼續這樣的考察工作之前，我們則有必要就其探究的「方

法」（Methode）問題作出一些補充的說明。因為，若按胡塞爾曾於《被動綜合解

析》與《主體間性的現象學第二部》中表示過的看法，像我們過去那樣所作的探

究工作，大致說來僅是在「靜態的」觀察（„statischen“ Betrachtung）中進行的，

這也即是說，我們僅是藉由「已完成的」諸統覺（„fertige“ Apperzeptionen）來觀

察諸統覺的諸連繫（Zusammenhänge der Apperzeptionen）以及在其之中被觀念地

（eidetisch）構成的同一對象，他稱這種探究的方式為「靜態現象學的方法」

（statische phänomenologische Methode），而在這個方法標題下，則包含有諸如一

般的意識諸結構（如《觀念一》主要所涉）、關於事物的意識構成（如《觀念二》

主要所涉）等等主題的探究工作。然而，在過去靜態式探究工作中為我們多所忽

視的重要東西，恰恰是那些出現且被喚起作為已完成的諸統覺後頭之長遠的「歷

史」（„Geschichte“），或即那種客觀化的必然歷史，以及與其同時且相應關聯之

作為一種可能認識的客體本身的歷史，而這些歷史，無非就是「靜態式構成」的

「發生」（Genesis），不論是作為「靜態式構成作用」的「發生」，或是作為「靜

態式構成對象」的「發生」。故而就有了另一種不同的探究方式，亦即所謂「發

生現象學的方法」（genetische phänomenologische Methode），在其「動態的」觀

察（„dynamischen“ Betrachtung）裡，我們絕非僅僅近乎「靜態地」追蹤那些「已

完成的構成」，而卻「動態地」追蹤（nachgehen）總是已然先行發生的歷史，換

句 話 說 ， 我 們 「 動 態 地 」 追 蹤 時 間 流中 源 初 構 成 的 生 成 （ ursprünglichem 
konstituierenden Werden im Zeitstrom）與發生地起功能作用的「諸動機」（genetisch 
fungierenden „Motivationen“），顯示出「構成成就」（konstitutve Leistung）如何不

斷地在生成中進行，「動機化」如何不斷地在動機與被動機引起的東西之間發生1。 
 當然，我們不難理解到，胡塞爾之所以特意樹立起一種從「靜態解析」

（statischer Analyse）到「發生解析」（genetischer Analyse）的方法過渡，其最終

無非還是為徹底理解「客觀存在性如何能被主觀地認識」此一根本難題所必需尋

求的一種新的突破，因為根本說來，過去在「靜態的」觀察中所解析出之「構成

意識」的靜態結構，在現象學「回返事物本身」的徹底要求上難免顯得根據不足，

因此現象學所始終堅持「從一切作為什麼（Was）的事物到其認識可能之如何

（Wie）」的探究方向，無論如何都必需更進而回溯深入到「構成意識」的靜態

結構之先行發生的基礎（Fundament）中去才成。不過，在此我們則要避免這樣

                                                 
1 分別參見Passiven Synthesis:336、340-註)1、345；Intersubjektivität zweiter Teil: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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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可能的誤解，也即將這兩種探究方法斷然地視作可以截然分離的兩種觀察方

式。因為，若從這兩種探究方法的實質內涵來看，一方面，它們無非都是藉由「超

驗反思」的目光來追蹤觀察「構成意識」的，且另一方面，它們主要的區別僅在

於追蹤觀察的深入程度，故它們的區別只能是一種相對意義上的區別。其實，只

要我們對以往探究工作的實際進行情形稍稍回顧，那麼便能清楚地發現，當時超

驗反思目光的觀察範圍，真實說來並不完全侷限在「已完成的構成意識」的範圍

內，它往往越出這範圍而有一些連帶的觀察，雖說這些連帶的觀察大多由於缺乏

其持續深入的觀察興趣，故沒能成為我們當時整個探究工作的主要目標。而這也

正是為何我們過去在探究「方法」問題尚未被提出之前，早早就出於觀察興趣的

改變，沒有太多困難地讓超驗反思目光回溯深入較「已完成的構成意識」更加深

層的「構成意識」領域中進行某些初步概略觀察之原因。 
 如此一來，我們往後的探究工作，可說勢必導向以超驗反思來對「發生構成

意識」的「歷史」進行「動態式的」追蹤觀察，但這當然絕非意味著，我們過去

追隨著胡塞爾所艱辛走過的道路，也即大致以此處所謂對「已完成的/靜態構成

意識」進行「靜態式的」超驗反思的回溯探究工作，終將成為枉費，因為，「靜

態現象學的方法」及其已帶來的理解成果，正如胡塞爾在《主體間性的現象學第

二部》中所言，總是作為「動態現象學方法」必不可少的先行的引導線索

（Leitfäden）2，也因而我們不難想見，未來的探究工作，不可免地仍要以「已

完成的/靜態構成意識」為開端，再向「發生構成意識」循序漸進地回溯深掘。 
那麼，在此就讓我們緊接著對作為注意前景意識之主動理性意識與作為潛在

（不注意）背景意識之被動感性意識進行一種更加深入細密的考察吧！首先，還

是先就作為注意前景意識之「主動理性意識」討論起。若按胡塞爾於《觀念二》

中的進一步看法，這些「主動理性意識」，無非就是一切從自我發射的主動性我

思行為3，但這些自我主動的意向性行為，卻包含著兩個主要不同層次，且不論

較低或較高層次，又各自包括有諸多不同的發展階段。在此，若以「超越（外部）

知覺意識的認識活動」為例，「較低的主動理性意識」，即讓自身被作為自身晦暗

基底的感性向下拉引而沈降入感性中之理性，指得正是那種作為「接受性」

（ Rezeptivität ） 之 注 意 性 的 轉 向 或 朝 向 （ Hinwendung oder Zuwendung der 
Aufmerksamkeit），也即一種自我受感性結果的刺激而被動機引起地非自由地（被

動而主動地）注意轉向或朝向刺激的前給予東西之非真正的理性諸行為4。這些

較低的自我主動性，作為「接受性」之注意性的轉向或朝向——一如胡塞爾曾於

《經驗與判斷》中更清楚地表示：自我在朝向中容忍（läßt sich...gefallen）通過

刺激著的刺激（affizierenden Reize）所前給予的外來東西並接納（nimmt…auf）
之5——它可以是最低階段作為對象的單純注意性轉向或朝向，諸如對一個刺激

著主體的東西之理性目光的射向的單純行為（schlichter Akt des Hinstrahlens des 
                                                 
2 參見Intersubjektivität zweiter Teil:41。 
3 參見IdeenⅡ:332。 
4 參見IdeenⅡ:278、334-5。 
5 參見Erfahrung und Urteil: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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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nünftigen Blickes auf…） 6，此等亦即《經驗與判斷》所言作為觀察的知覺

（betrachtende Wahrnehmung）第一階段活動之單純的把握與觀察（schlichte 
Erfassung und Betrachtung）7；它可以是較高階段之對象的擺明（Explizieren des 
Gegenstandes），即將理性目光分別指向諸個別特徵，並一步一步地將它們與同一

個對象基底關涉起來8，此亦即《經驗與判斷》所言作為觀察的知覺第二階段活

動之對一個知覺對象的內部（視域）諸規定性之深入的擺明的把握與觀察

（hineingehende explizierende Erfassung und Betrachtung）9；它可以是更高階段之

對象間的比較與連結（Vergleichen und Verbinden）10，即《經驗與判斷》所言作

為 觀 察 的 知 覺 第 三 階 段 活 動 之 超 出 的 關 係 的 把 握 與 觀 察 （ hinausgehende 
beziehende Erfassung und Betrachtung），亦即對一個知覺對象與其他共同被給予

的知覺對象間外部（視域）諸關係（relative）規定性的把握與觀察，且按此等關

係規定性猶可進一步區分成比較關係（純粹本質關係）的規定性與連結關係（現

實性關係）的規定性來看，關係規定性的把握與觀察相應地則有兩類，一類是基

於相比較的諸知覺對象的本質內容而有的比較關係的把握與觀察，這類活動並不

直接涉及諸知覺對象此刻這裡的（hic et nunc）個別現實存在，而是直接涉及從

諸知覺對象各自特殊時段的個別特殊本質進到相應之全時性一般本質，或反過來

從全時性的一般本質通過個別載者（individuelle Träger）個別特殊化到相應之諸

知覺對象各自特殊時段的個別特殊的本質，並由此按知覺對象間本質內容的符合

（Deckung）程度來形成各種比較關係的規定性，諸如由知覺對象間諸本質內容

之 完 全 一 致 「 無 距 離 的 」 交 疊 與 掩 蓋 （ abstandslose Überschiebung und 
Überdeckung）而來的（具體的）相同性關係（Gleichheitsbeziehung），或由知覺

對象間諸本質內容之不完全一致「帶有距離的」（mit einem Abstand）交疊與掩蓋

而來的相似性關係（Ähnlichkeitsbeziehung），且按相似的程度範圍，又可再分成

整個知覺對象間之全部的/具體的（totale/konkrete）相似性關係和僅關涉於類似

諸部分（in bezug auf ähnliche Teile）之部分的/轉移的（partiale/übertragene）相似

性關係，或由知覺對象間諸本質內容之缺乏任何符合的完全衝突（vollkommene 
Widerstreit ） 而 來 的 不 相 似 性 / 異 質 性 關 係

（Unähnlichkeits-/Heterogeneitätsbeziehung）；對立於比較關係的把握與觀察，另

一類活動必需直接涉及諸知覺對象此刻這裡的個別現實存在才為可能，它是基於

諸知覺對象的現實內容的現實連結（wirkliche Verbindung）而有之連結關係的把

握與觀察，諸如知覺對象間之時間的連結關係（秩序），因為一切個別對象無非

都是時間地「被連結的」（zeitlich „verbunden“），甚至一切屬於時間東西的實在

連結性也同時都是在時間形式中時間-擴展的（zeitlich-extensive）連結性，又如

在 個 別 知 覺 對 象 間 的 時 間 連 結 關 係 （ 秩 序 ） 中 被 奠 基 之 空 間 展 開

                                                 
6 參見IdeenⅡ:334。 
7 參見Erfahrung und Urteil:§22。 
8 參見IdeenⅡ:332。 
9 參見Erfahrung und Urteil:§22、171。 
10 參見IdeenⅡ: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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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umausbreitung）與空間距離（räumlicher Abstand）、空間位置（räumliche Lage）

等空間的連結關係（秩序），因為，空間是感性地被給予的物質物之個別同時性

的秩序（Ordnung individueller Gleichzeitigkeit），一切形成的個別東西（Individuelle 
des Werdens）在同時的時間形式中（in der Zeitform des Zugleich）個別化為「這

裡」與「那裡」（das Hier und Dort），因而有個別知覺對象間的空間的連結關係

（秩序），另外還如原因與效果的（von Ursache und Wirkung）連結關係、整體與

部分的（von Ganzem und Teil）連結關係、部分與部分的（von Teil und Teil）連

結關係等等11。 
在此，雖說這些作為「接受性」之注意性的轉向或朝向已是一種「行為」，

但畢竟僅是那些作為「有根基行為」的採取設定/表態之預設12，換句話說，「較

高的主動理性意識」，作為主動理智的源初理性（ursprüngliche Vernunft）13，其

實正是那些以作為「接受性」之注意性的轉向或朝向諸階段為其相應先行根基之

述謂的採取設定/表態（prädikative Stellungnahme），並且按我們過去所知，採取

設定/表態本身由於實際上已涉及一種「從自身發動出來的」意志形式，因而確

切說來，採取設定/表態無非就是一種「有意的」採取設定/表態，述謂的採取設

定/表態也因此才堪稱作為一種出於自我之自由主動的真正理性行為。且既然這

種「較高的主動理性意識」是以「較低的主動理性意識」的諸層次階段為其相應

先行根基，那麼很顯然的，這種「較高的主動理性意識」必然相應有其諸層次階

段的不同發展。首先屬於這種較高的自我自發性或主動性的，是那些較低層次的

述謂的採取設定/表態，亦即關於個別東西之述謂的採取設定/表態，它是那些將

殊相（Besondere）置於共相（Allgemeinen）觀點下之述謂的採取設定/表態的統

握，將特殊思維置於普遍被思維的一般內容下之述謂的採取設定/表態的使從屬

於（Unterordnen）14，即《經驗與判斷》所言以接受性觀察知覺活動諸層次階段

為其相應前提作為真正認識活動之述謂規定思維（prädikativ bestimmend Denken）

與述謂關係思維（prädikativ beziehend Denken）15。我們必需首先理解到，接受

性觀察知覺活動，一來，已可被動而主動地注意朝向那種被動地前給予作為同一

統一性（identische Einheit）之基底對象，並讓其目光在這基底對象上來回游移

（hin und her wandern läßt），甚至更可進而讓其目光在兩個共同被給予「具有不

同諸方面的同一個對象」間來回游移16。二來，已能通過作為在把握的主動性中

的被動性之仍然-保持-在-握（Noch-im-Griff-behalten als Passivität in der Aktivität 
des Erfassens）貫通地（durchlaufend）把握作為連續統一性的對象。這也即是說，

主動地注意朝向對象，並非僅指向瞬間卻連續變化的現前（momentane und doch 
kontinuierlich sich wandelnde Gegenwart），而是經由現前在其變化中通過而指向

                                                 
11 參見Erfahrung und Urteil:§22、171、§43-a)、b)、§44、§45。 
12 參見IdeenⅡ:278。 
13 參見IdeenⅡ:334。 
14 參見IdeenⅡ:332。 
15 參見Erfahrung und Urteil:240。 
16 參見Erfahrung und Urteil: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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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rch sie in ihrem Wandel hindurch auf…）作為合於本質地在諸顯現的變化、

流中呈現的統一性。或更確切看來，這種指向作為連續現前持續對象的生動現前

東西（den lebendig gegenwärtigen）之注意朝向的把握主動性，因此是通過源初

現在的中心瞬間之原初的自我把握照射，且確切說是指向在其連續過渡流

（Übergangsfluß），即從現在到總是更新的現在（immer neues Jetzt）中之現在，

且因而是指向在源初出現瞬間的流中顯現的總是更新的東西，然而沒有現在保持

為源初的現在，每一個源初的現在都變成剛才-過去的現在，這剛才-過去的現在

又變成過去的過去等等，且這裡所涉及的瞬間，與在被動的自身符合（passiver 
Selbstdeckung）之顯現變化的連續性中的瞬間是作為同一個瞬間，保持在連續主

動的掌握（Griff）中，因此，仍然-在-握之變樣的主動性（modifizierte Aktivität des 
Noch-im-Griff）通過（geht…durch）、持續不斷地貫通（geht…stetig hindurch）諸

過去性的連續統一性（Kontinuum der Vergangenheiten），就像這諸過去性的連續

統一性被連接上生動的現在，且與原始泉源的新東西（der urquellenden neuen）

合而為一之變樣的主動性，是一個流動的主動性的統一性，且是作為在流、自身

符合中之一個流動的主動性的統一性，當然，上述的情形類似地也適用於前攝顯

現的未來諸視域的流（Fluß der protentional erscheinenden Zukunftshorizonte），只

不過這不單純是仍然在握，而是在預期的前掌握（antizipierenden Vorgriff）中——

但在仍然-在-握的協作（Mitwirkung）下——連續地進行。因此，注意朝向的把

握主動性就是連續流動的主動性，即一種原始泉源的主動性之連續流——即一種

真正連續湧/流出的（entquellender）主動照射——與一種連續的後於泉源的

（nachquellenden）、變樣的合於視域的（horizontmäßigen）主動性合而為一之連

續流動的主動性，它具有仍然-保持-在-握的特性，且在未來方面具有一種其他變

樣的前掌握的主動性（modifizierten vorgreifenden Aktivität），因而又是一種非原

始源泉之作為連帶結果而編加進來的（als Mitfolge sich einflechtenden）主動特

性。雖然伴隨著真正把握主動性而來的是合於本質地隸屬於其自身之在雙重方向

中的變樣的主動性，但卻僅有在這被動-主動的保持-在-握的基礎上，對象才能在

一種單純知覺中作為持續的對象而被把握，作為一個不僅現在存在、甚至剛才曾

存在、且在緊接著的現在中將存在之持續對象17。不過，我們確實也能夠將上述

關於一個知覺對象連續統一性之朝向貫通的保持-在-握，擴展為同時對兩個知覺

對象之朝向貫通的保持-在-握，例如自我首先對一個知覺對象進行朝向貫通的保

持-在-握，但後來自我轉而朝向另一個知覺對象，但前一個知覺對象卻不因此消

失，自我甚至仍在變樣的方式中主動地朝向它，而這種變樣的朝向，其實也正是

與對內部視域知覺對象進行朝向的同時，對外部視域知覺對象進行的第二級朝

向。若再進而言之，前述兩種保持-在-握，其實都可歸屬於印象的（impressionales）

保持-在-握，亦即一種在對象的持續被給予性期間存在的保持-在-握，但此外仍

有其他非-印象的（nicht-impressionales）保持-在-握，也即在對象的源初給予性

的停止之後仍然持續不斷的保持-在-握，諸如：自我在知覺對象的被給予性停止

                                                 
17 參見Erfahrung und Urteil:§2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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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卻在其持存消退（retentionalen Ablingen）中仍注意地保持朝向這同一個知

覺對象，或是當自我從原先朝向的知覺對象轉而朝向另一個知覺對象時，原先對

象的被給予性雖然因而停止，但自我仍同時在其持存消退中注意地保持朝向這同

一個原先對象。當然，先前除提過在單個對象之印象的保持-在-握中會發生交疊

的自身符合綜合外，還不曾提及的是，在兩個對象之印象的保持-在-握中，則不

僅只各自會發生交疊的自身符合綜合，甚至彼此間也會發生某些交疊的符合綜合

（überschiebende Deckungssynthesen）；而在單個對象之非-印象的保持-在-握中，

則會發生在印象與持存間之交疊的自身符合綜合；而在兩個對象之非-印象的保

持-在-握中，則不僅只各自會發生印象與持存之交疊的自身符合綜合，甚至彼此

間也會發生某些在印象與持存間之交疊的符合綜合18。最後，雖說胡塞爾並未進

一步指出，但我們應不難理解到，非-印象的保持-在-握理當還包括有那些未來向

度（前攝）的種類，但於此我們暫不多言。三來，伴隨著上述知覺觀察活動的每

一步驟，習慣認識的沈積（Niederschlag habitueller Kenntnisse）已能借助於事先

未規定的把握對象——即模糊的合於視域的預先熟悉的預期規定的把握對象

（vage horizontmäßig vorausbekannten, antizipatorisch bestimmten Gegenstand der 
Erfassung）——而形成。因為，一方面，源初的知覺觀察活動，絕非意味著那種

對一種完全不熟悉對象的第一次把握，而在源初直觀性中的實行過程總是已經混

以預期，總是已經較現實直觀地達到的被給予性更多地被統覺地共同意指

（ist…apperzeptiv mitgemeint），且任何對象，都不是為己的孤立東西（Isoliertes für 
sich），其總已經是在屬其一種類型熟悉性與前熟悉性（typischen Vertrautheit und 
Vorbekanntheit）的視域中之對象，這視域持續地存在於運動中，而伴隨著每一直

觀把握的新步驟都會出現加入這視域中的新東西，出現被預期東西的更切近規定

（Näherbestimmung）與修正（Korrektur）；而另一方面，這種具有更切近規定與

修正之類型熟悉性與前熟悉性視域的知覺觀察體驗，後來則會在持存消退中逐漸

沈入意識的潛在背景，但其作為習慣的認識（Wissen）與佔有（Besitz），則隨時

預備重新實顯聯想地被喚起而來，以資提供另一次知覺觀察活動以類型熟悉性與

前熟悉性的預期視域。此外尚需注意，這種源初直觀把握之結果的習慣生成

（Habituellwerden des Resultates），可以在沒有我們幫助（ohne unser Zutun）的情

形下按照一種意識生命的法則性而進行，但這種習慣性本身的建立（Stiftung einer 
Habitualität selbst）也能是有意追求的（willentlich erstrebt），亦即對知覺顯現的

記住（Sichmerken）、佔據（Sichaneignen）、銘記（Einprägen），而正是這種指向

銘記的興趣，將為知覺觀察活動之一種多次對象觀察的重複貫通（wiederholt 
Durchlaufen）提供了動機（wird…Anlaß geben）19。四來，已具使直觀被給予對

象全面地（allseitig）成為被給予性的趨向特性而作為進展的經驗（fortschreitende 
Erfahren）20。概括上述四點特性說明，接受性觀察知覺活動，確實已可使一個

                                                 
18 參見Erfahrung und Urteil:§23-b)。 
19 參見Erfahrung und Urteil:§25。 
20 參見Erfahrung und Urteil: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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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底對象被認識作為「具有不同諸方面的同一個對象」（derselbe Gegenstand von 
verschiedenen Seiten），甚至進而使兩個基底對象被認識作為「具有關係諸方面的

兩個對象」，故而接受性觀察知覺活動可說已然是一種廣義上最低階段的認識活

動（Erkennen）了21。然而，這種知覺觀察活動的認識興趣，無論如何都僅是真

正 認 識 興 趣 （ Erkenntnisinteresses ） 的 前 階 段 ， 因 為 ， 一 切 認 識 活 動 性

（Erkenntnistätigkeit）的真正意義，無非是對於存在者它如何存在（wie es ist）
與它是什麼（was es ist）之一次了結地有意固定（willentliche Feststellung），亦

即自我要（will）認識知覺對象，要一次了結地（ein für allemal）緊握（festhalten）

被認識的東西。且這種一次了結地有意固定也絕非一蹴可幾，它仍必需以前掌握

的（vorgreifender）、不清晰的（unklarer）、未被充實的（unerfüllter）存在意指

（Seinsmeinung）為中介，在由主動的意志衝動（von aktivem Willensimpuls）所

引導之認識追求的過程中，方能逐漸達成同一化地佔有攫取（besitzergreifen）真

實的對象「本身」（Selbst）此一意願的目標（Ziel des Wollens），也即將對象作

為確切意義上的認識對象（Erkenntnisgegenstandes）——即超出（über...hinaus）

其 直 觀 被 給 予 性 時 間 之 同 一 東 西 （ Identisches ） 與 可 同 一 化 的 東 西

（Identifizierbares），即在直觀中曾經一度被給予的東西，儘管直觀已過去，仍然

作為保持的佔有東西（als bleibender Besitz）而被保存（aufbewahrt werden），並

能經由首先空洞的諸指示（leere Indikationen）再次通往（hinführen...zur）同一

東西的直觀化（Veranschaulichung），不論是通過諸再現（Vergegenwärtigungen）

而來的直觀化，還是通過更新的自身給予（erneute Selbstgebung）而來的直觀

化——來保持地同一化地佔有攫取，乃至於俾便我們往後對認識的佔有東西

（Erkenntnisbesitz）進行支配（verfügen）。其次，我們也必需理解到，由於一般

說來，判斷概念無非就意味著作為固定的判斷（Urteil als Feststellung），故而每

一緊握在感性經驗流中被給予東西的把握朝向（erfassende Zuwendung），亦即每

一作為廣義上認識主動性最低階段的接受性觀察知覺活動，可說已經涉及於判斷

活動了，但最狹義與真正意義的判斷概念，指的畢竟還是作為真正認識主動性活

動之一次了結地有意固定，即那認識主動性較高階段之一次了結地有意判斷，且

更 確 切 說 來 ， 無 非 就 是 觀 察 知 覺 的 諸 結 果 （ Ergebnisses der betrachtenden 
Wahrnehmung）之一次了結的固定/判斷22。再其次，我們還需注意，在確切的意

義上，判斷就是這樣地或者那樣地決斷/定（sich so oder so entscheiden），且因此

是贊成的決斷/定或反對的決斷/定（Entscheidung für oder Entscheidung gegen），

肯定或否定、拒絕（Anerkennung oder Ablehnung, Verwerfung）。但在接受性經驗

領域中，其實也已在某種意義上談及決斷/定（即先前所提廣義上的判斷）了，

因為在通過諸統握的搖擺不定的通道中（im Durchgang durch das Schwanken von 
Auffassungen）、在作為進一步知覺過程裡的開放可能的被先行勾畫/規定東西

（offen moglich Vorgezeichnetem）之充實中就已經出現了一種決斷/定的種類，這

                                                 
21 參見Erfahrung und Urteil:60-62、65、341。 
22 參見Erfahrung und Urteil:62、64-5、231-3、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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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決斷/定涉及到被動的諸綜合（passive Synthesen），即涉及到被動意見的樣態諸

轉 變 （ modale Abwandlungen der passiven Doxa ）、 被 動 期 待 諸 意 向

（Erwartungsintentionen）的諸充實，以及被動地加諸其上的諸阻礙（Hemmungen）

的解除等等。然而，畢竟真正（確切）意義上的決斷/定乃是在作為一種自我主

動性的述謂諸判斷中之自我的回應的採取設定/表態（antwortende Stellungnahme 
des Ich im prädikativen Urteilen als eine Ichaktivität），因為通常一種對真正（確切）

意義上的判斷/固定之興趣僅在下述情形中才產生，也即在那單純的信念確定性

（schlichte Gewißheit des Glaubens）已由於某些理由而失效（angefochten），或許

轉變入懷疑（Zweifel）中，且在那正需要的是，從懷疑中出來而達到確定性，

通過決定/斷（Entscheidung）來解除懷疑，對變成可疑的東西採取設定/表態，換

言之，不論就決斷/定作為自我之固定的設定為有效（als feste In-Geltung-Setzung 
des Ich ） 言 ， 或 者 就 否 定 的 （ negative ） 決 斷 / 定 言 ， 其 動 機 基 礎

（Motivationsgrundlage）無非是知覺的一致性的恢復（Wiederherstellung der 
Einstimmigkeit der Wahrnehmung），也就是要讓在相互排斥的知覺諸統握的衝突

中 之 分 裂 （ Spaltung im Widerstreit sich wechselseitig verdrängender 
Wahrnehmungsauffassungen）被回復到無斷裂的統一性（bruchlosen Einheit），胡

塞爾甚至指出，自我-決斷/定（主動的採取設定/表態）的動機基礎，大體上無非

正是那種作為從分裂與阻礙的樣態轉變達到一種固定的判斷決斷之追求的提問

（Fragen）。若更進而說來，「是」與「不」（das „ja“ und „nein“），正是在這特殊

的判斷的採取設定/表態中被意向作用地（noetisch）產生的，且屬其之意向對象

的相關項（noematisches Korrelat）則是在對象意義上出現的「有效的」東西與「無

效的」東西（das „gültig“ und „ungültig“），在對象意義上出現之作為從自我而來

被給予的有效性表明或無效性表明（vom Ich her erteilten Gültigkeitserklärung oder 
Ungültigkeitserklärung）的特性，因而在這種特殊意義上，諸判斷就是在肯定

（Anerkennung）、同意（Zustimmung）或否定（Ablehnung）、拒絕（Verwerfung）

的雙重可能形態中之設定的自我行為（Ichakt der positio, der Setzung）。確切說

來，「肯定」判斷，就是實行一種對我 /我們從此保持有效的存在之佔有

（Zueignung）、固置（Festlegung），而其肯定判斷地在有效性中設定的東西，則

是作為對我/我們從現在起乃至於未來都是固定不變地（feststehend）存在的或如

此存在的東西；至於「否定」判斷，則是實行一種對曾經被我/我們判斷/固定為

從此保持有效的存在之拒絕或設定為無效（Außergeltungsetzen），不過，它卻是

一種最終仍歸屬「肯定」判斷基本形式之特殊的第二級「肯定」判斷，它佔有、

固置作為對我/我們從現在起乃至於未來都是固定不變的存在的非存在（seiendes 
Nichtsein）或如此存在的非-如此-存在（so seiendes Nicht-so-sein）。此外，不可

忽略的是，既然「肯定」判斷與「否定」判斷是這樣地或者那樣地決斷/定，那

麼，顯然也有那種時而偏向這樣地決斷/定可能性，又時而偏向那樣地決斷/定的

可能性的情形，這樣一種被阻礙的決斷（gehemmten Entscheidung），或說是一種

保持逗留在半途中的決斷（auf dem Wege stecken gebliebenen Entscheidung），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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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正是「懷疑」的判斷（Urteil des Zweifelns），且在其否定方面則另有被阻礙的

否定的決斷（gehemmte negative Entscheidung）。再進而言之，若上述兩個偏向之

使感到的諸可能性（anmutliche Möglichkeiten）中的一方，獲得了重量（Gewicht）
上的優勢（Übergewicht），那麼便會產生一種優先肯定的決斷（Entscheidung 
bevorzugender Anerkennung），「猜測或視為極可能」的判斷（Urteil des Vermutens 
oder Für-wahrscheinlich-haltens），當然，其否定方面也另有「視為極不可能」的

判斷（Urteil des Für-unwahrscheinlich-haltens）23。 
 為了理解深入那些較低層次的述謂的採取設定/表態，我們已嘗試地就胡塞

爾的看法作出前述的預備說明，然而，卻仍有一個重要的問題被遺留了下來，也

即採取設定/表態，或說真正（確切）意義上的判斷/固定、決斷，為何是「述謂

的」呢？在此，問題的關鍵顯然還取決於這一點：採取設定/表態，或說真正（確

切）意義上的判斷/固定、決斷/定，無非是對接受性觀察知覺活動諸層次階段的

諸結果之一次了結的有意採取設定/表態、判斷/固定、決斷/定。如此一來，我們

便不難理解到，無論那些在基底對象及其規定屬性間來回游移之擺明的把握與觀

察，還是在兩個基底對象及其各自規定屬性間來回游移之關係的把握與觀察，它

們所具之在兩個環節間來回游移觀察的基本方式，正是造成一次了結的有意採取

設定/表態、判斷/固定、決斷/定具有胡塞爾所言兩個環節的綜合之雙重形式化

（doppelte Formung zweigliedriger Synthesis）——一種是具有主詞（Subjekt）、謂

詞（Prädikat）等等功能諸形式（Funktionsformen）之句法的形式化（syntaktische 
Formung），另一種則是分別提供主詞與謂詞以作為句法質料的核心構成東西

（Kerngebilde als syntaktischer Stoffe）之名詞性（Substantivität）、形容詞性

（Adjektivität）等核心諸形式之核心的形式化——的預設根據，因此才被適當地

稱作是「述謂的」24。 
 於是，那些關於個別東西之述謂的採取設定/表態，亦即以接受性觀察知覺

活動諸層次階段為其相應前提作為真正認識活動之述謂規定思維與述謂關係思

維，指得正是一次了結的有意的述謂規定判斷（prädikative bestimmende Urteile）

與述謂關係判斷（prädikative beziehende Urteile）。若按其述謂形式與確定性樣態

兩方面一併考量，那麼述謂規定判斷，便可以是作為規定的「肯定」的「是」-
判斷（„Ist“-Urteil）之「S是p」，及其否定方面作為規定的「否定」的「是」-判
斷之「S不是p」，或是作為規定的「懷疑」的「是」-判斷之「S是否是p或不是p」，

及其否定方面作為規定的「被阻礙的否定」的「是」-判斷之「S並非是否是p或

不是p」，或是作為規定的「猜測」的「是」-判斷之「S極可能是p」，及其否定方

面作為規定的「視為極不可能」的「是」-判斷之「S極不可能是p」。至於述謂關

係判斷，則首先可以是作為比較關係的「肯定/否定/懷疑/被阻礙的否定/猜測/視
為極不可能」的「是」-判斷之「A比B…/A不比B…/ A是否比B…或不比B…/A並

非是否比B…或不比B…/A極可能比B…/ A極不可能比B…」、「A是相同於B的/A

                                                 
23 參見Erfahrung und Urteil:326-7、348-50、366-8、372。 
24 參見Erfahrung und Urteil:§50-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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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是相同於B的/ A是否是相同於B的或不是相同於B的/A並非是否是相同於B的

或不是相同於B的/A極可能是相同於B的/ A極不可能是相同於B的」、「A是相似於

B的/A不是相似於B的/ A是否是相似於B的或不是相似於B的/A並非是否是相似

於B的或不是相似於B的/A極可能是相似於B的/ A極不可能是相似於B的」、「A是

不相似於B的/A不是不相似於B的/ A是否是不相似於B的或不是不相似於B的/A
並非是否是不相似於B的或不是不相似於B的/A極可能是不相似於B的/ A極不可

能是不相似於B的」；也可以是作為連結關係的「肯定/否定/懷疑/被阻礙的否定/
猜測/視為極不可能」的「是」-判斷之「A是時間上同時或繼起或先後多久於B
的/A不是時間上同時或繼起或先後多久於B的/A是否是時間上同時或繼起或先

後多久於B的或不是時間上同時或繼起或先後多久於B的/A並非是否是時間上同

時或繼起或先後多久於B的或不是時間上同時或繼起或先後多久於B的/A極可能

是時間上同時或繼起或先後多久於B的/ A極不可能是時間上同時或繼起或先後

多久於B的」、「A是空間上前後左右（東西南北）上下遠近多少或內外於B的/A
不是空間上前後左右（東西南北）上下遠近多少或內外於B的/A是否是空間上前

後左右（東西南北）上下遠近多少或內外於B的或不是空間上前後左右（東西南

北）上下遠近多少或內外於B的/A並非是否是空間上前後左右（東西南北）上下

遠近多少或內外於B的或不是空間上前後左右（東西南北）上下遠近多少或內外

於B的/A極可能是空間上前後左右（東西南北）上下遠近多少或內外於B的/ A極

不可能是空間上前後左右（東西南北）上下遠近多少或內外於B的」、「A由B所導

致/A不由B所導致/ A是否由B所導致或不由B所導致/A並非是否由B所導致或不

由B所導致/A極可能由B所導致/ A極不可能由B所導致」、「A是B的整體/A不是B
的整體/ A是否是B的整體或不是B的整體/A並非是否是B的整體或不是B的整體

/A極可能是B的整體/ A極不可能是B的整體」等等。並且，上述關於規定的或關

係的「是」-判斷的所有內容，都可以分別藉由對絕對形容詞性（非獨立絕對規

定性）與相對形容詞性（獨立相對規定性）之名詞性化（Substantivierung）而轉

變成關於規定的或關係的「具有」-判斷（„Hat“-Urteil）的相應內容，但由於「具

有」-判斷已然涉及兩個名詞性，故真正說來，就連規定的「具有」-判斷也該當

歸屬於關係的「具有」-判斷才是25。不過，關於個別東西之述謂的採取設定/表
態，除了述謂規定判斷與述謂關係判斷外，其實還另有一次了結的有意的述謂同

一性判斷（prädikativ Identitätsurteil），雖說純粹就其形式言，它與述謂關係的判

斷相類似，但就其內容而確切說來，它卻應歸屬於述謂規定的判斷。這種判斷的

起源，基本上產生於對一個對象進行述謂規定判斷的活動過程中，仔細說來，當

一個「S是p」的述謂規定判斷形成後，另一個「S是q」的述謂規定判斷也進而

形成時，先前被規定為p的S就會與後來被規定為q的S被動的符合，而相繼的這

兩個判斷又會經由S的被動符合而被搭接（überbrückt werden），那麼，在此這種

需求能按時出現（kann sich das Bedürfnis einstellen），即課題的主動性經由這種

搭接（Überbrückung）將在S本身中貫通（wird...im S selbst hindurchgehen），並因

                                                 
25 參見Erfahrung und Urteil:§52-a)、b)、§5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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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明確地固定（ausdrücklich festzustellen）一次作為p所規定的S與另一次作為q
所 規 定 的 S 之 同 一 性 ， 因 此 ， 首 先 在 Sp 與 Sq 之 間 被 動 出 現 的 同 一 性 綜 合

（Identitätssynthesis）現在就被自發主動地實行，於是產生一種形式的判斷：「是

p的S與是q的S是同一的」（S, welches p ist, ist identisch mit dem S, welches q ist）。

當然，這種述謂同一性的「是」-判斷，同樣也具有其「肯定/否定/懷疑/被阻礙

的否定/猜測/視為極不可能」之各種不同的確定性樣態，甚至更可進而從「是」-
判斷轉變為述謂同一性的「具有」-判斷形式。由上述說明，確實可以看出對在

不同直觀規定諸連繫中產生的諸規定之統一化而言（für die Vereinheitlichung von 
in verschiedenen anschaulichen Bestimmungszusammenhängen erwachsenen 
Bestimmungen），同一性判斷確實具有基礎的功能（fundamentale Funktion）。且

很顯然的，同一性判斷甚至不必然必須在明晰性的明見性（Evidenz der Klarheit）
中被實行，它不必然需要帶有諸規定性的基底之源初直觀被給予性，而為了固定

同一性（um die Identität festzustellen），甚至清楚性的明見性（Evidenz der 
Deutlichkeit）就足夠了26。 
 除了這些較低層次的述謂的採取設定/表態，即關於個別東西之述謂的採取

設定/表態之外，還有更高的關於一般性存在之述謂的採取設定/表態，它是那些

僅涉及於一般存在性之述謂的採取設定/表態的概念述謂活動（begreifendes 
Prädizieren）或一般思維27，亦即《經驗與判斷》所言區別於述謂規定思維與述

謂關係思維之述謂概念思維（prädikativ begreifend Denken）28。當然，無論在觀

察知覺的注意性朝向階段，或在關於個別東西之述謂的採取設定/表態階段，其

實都早已通過被預先勾畫/規定的預期視域而涉及於各自的類型熟悉性了，甚至

還涉及了由類型的熟悉性諸特性所導致的新種類的對象性，即類型的共相本身

（typisch Allgemeinen selbst），但在此二階段中，這種類型的共相本身卻從未被

當作關注的課題，而現在，若將這種類型的共相本身當作課題來加以關注，那麼，

就會產生出一種由述謂判斷的原始類型（Urtypus）「S是p」轉變而成的另一判斷

形式，亦即所謂述謂的一般判斷或一般性-判斷（prädikative allgemeine Urteile oder 
Überhaupt-Urteile）。而這種新的判斷形式，雖然在述謂綜合形式的基本結構方面

並沒有什麼不同，但在S與p那裡，諸對象則不再是過去那種個體諸核心

（individuelle Kerne），而是一般諸核心（generelle Kerne）。且這些諸對象，作為

在概念思維中被構成起來的一般諸對象性（Allgemeingegenständlichkeiten），即

作為諸對象、作為可能的判斷諸基底之諸一般性（Allgemeinheiten）、諸類型

（Typen）、諸種類（Arten）、諸類（Gattungen）本身，它們則具有不同的發展諸

階段。首先是在較低階段中不由得出現的經驗-假定類型的一般性（Allgemeinheit 
des empirisch-präsumptiven Typus），它無非就是基於在經驗中已經被動地被前構

成（vorkonstituiert ist）作為熟悉但仍不被把握的類型的東西而產生的。一般說來，

                                                 
26 參見Erfahrung und Urteil:§51-c)、§57。 
27 參見IdeenⅡ:332。 
28 參見Erfahrung und Urteil:2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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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較低階段中，最低的共相就是通過獨立可經驗的完全相同的個體之純然「重

複」（durch bloße „Wiederholung“ von selbständig erfahrbaren völlig gleichen 
Idividuen）而產生出來的，這種相同獨立的諸對象之重複的共相是最低的一般

性，最獨立的一般性，這也即是說，它是一種不在其他諸一般性中被奠基的一般

性，這些最低的具體諸一般性（niedersten konkreten Allgemeinheiten）反倒為其

他諸一般性奠基。而其他諸一般性作為其抽象諸因素（abstrakten Momente），也

會產生它們的重複的共相，但卻是最低的非獨立的抽象的諸種類（niedersten 
unselbständigen, abstrakten Spezies），而這些抽象的諸種類，它們本身是源初形容

詞性的（adjektivische）諸一般性，至於那些最低的具體諸一般性則是作為名詞

性的（substantivische）諸一般性之源初獨立的諸一般性。再者，當對象不再是

完全相同的對象，亦即，其個別諸因素不再完全相同時，就會產生那些更高階段

的在純然相似性（bloße Ähnlichkeit）基礎上的諸一般性，因為不論是由於對象

的全部（totaler）相似性而來的諸共相，或是由於對象的部分（partialer）相似性

（相同性）而來的諸共相，除了部分相同的個別諸因素本來就可形成重複的諸共

相外，其他情形則都是出於相似的個別諸因素總是已經能夠被設想作為相同東西

的可能重複的諸共相而形成的，且此等共相也無非都是作為非獨立的抽象的諸種

類。並且，由於上述幾個分處不同階段的一般性/共相/種類，都經由對象間比較

而來，故它們各自作為一般性，不論具體或抽象、獨立或非獨立，確切而言都是

在 自 身 之 下 具 有 作 為 諸 個 別 性 的 諸 一 般 性 （ ...unter sich als Einzelheiten 
Allgemeinheiten hat）的一般性。然而，諸一般性恰恰不僅能在這個較低階段的

基礎上被形成，甚至能在更高階段的自發性中自由地被構成，這於是才導致了純

粹或本質諸一般性（reinen oder Wesensallgemeinheiten），以及奠基其上的諸判

斷，這些諸判斷，不再產生自對象與其經驗熟悉性類型的關係之課題化，而產生

自關係於其純粹本質的課題化29。在此，關於純粹本質諸一般性——不論是作為

共相的同一性（Identität des Allgemeinen）之諸一般本質，還是由其個別化而來

作為共相的同一性的分有（Teilhabe）或即個別性中的相同性（Gleichheit）之諸

個別本質 30 ——如何藉由對個體「諸這個性」（Diesheiten）的視為等同/相同

（Gleichgültigwerden），如何通過想像的自由變更才得以從經驗個別性與經驗一

般性中觀念轉化地被把握的問題，我們過去已有詳盡的討論，故此處不再贅言。

至於有關這種一次了結的有意的述謂的一般判斷之一般形式化的問題，我們則暫

且 簡 短 說 明 如 下 ： 基 本 上 ， 一 般 判 斷 ， 作 為 判 斷 的 一 般 性 變 樣

（Überhaupt-modifikation des Urteilens）31，相較起述謂規定性判斷與述謂關係性

判斷之最大不同處，便是它已無涉於對特定個體與實在性進行判斷規定的範圍，

它不像述謂規定性判斷那樣，實行涉及於特定個體的單稱判斷（singuläre 
Urteile），諸如：「這個S是p」32，也不像述謂關係判斷那樣，以單稱判斷所引申

                                                 
29 參見Erfahrung und Urteil:381-4、§84-a)、b)。 
30 參見Erfahrung und Urteil:§81-c)。 
31 參見Erfahrung und Urteil:§94。 
32 參見Erfahrung und Urteil:§9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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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複合判斷形式，實行涉及於特定諸個體的比較關係判斷，諸如：「這個A與

那個B是相同的」，甚至實行涉及於特定諸個體與實在性的連結關係判斷，諸如：

「這個A是在那個B的右邊」。它反倒僅實行涉及於一般對象性的一般判斷，諸

如：作為由單稱判斷被特稱化（partikularisiert werden）而來之特稱判斷（partikuläre 
Urteile）「某一個S是p」 33 ，又如：作為由單稱判斷進而變樣而來之全稱判斷

（universelle Urteile）的「某一個S，隨便哪一個，本身必然是p」（Irgendeines S, 
beliebig, ist als solches notwendig p.）34。而在胡塞爾看來，唯有上述這種一般思

維，才真正導致了創造一種超出處境（über die Situation hinaus）而可支配的、甚

至主體間可支配的諸知識佔有之諸固定（Feststellungen）35。 
 至此，我們則當不難想見，上述以「超越（外部）知覺意識的認識活動」為

例所揭示出的整個系列發展過程，確實也可在「中性化」之「虛擬/彷彿設定」

的諸模式中平行對應地說明「超越（外部）想像/中性意識的認識活動」的系列

發展過程，且甚至更進一步，還可在「接受性之注意性的轉向或朝向」與「述謂

的採取設定/表態」兩大階段發展的類似意義下，來說明「內在知覺意識的認識

活動」和在「中性化」之「虛擬/彷彿設定」的諸模式中與其平行對應的「內在

想像/中性意識的認識活動」之系列發展過程。此外，以較低層次意識「行為」

為根基之作為「有根基行為」的採取設定/表態，除了上述關乎對純然事物的存

在或諸存在樣態/“純然事物的存在或諸存在樣態＂所進行之否定、肯定、懷疑、

被阻礙的否定、猜測、視為極不可能/“否定、肯定、懷疑、被阻礙的否定、猜

測、視為極不可能＂此等類型外，實仍包括有那些《觀念二》與《觀念一》所提

以較低層次意識的「純然事物的設定/虛擬（彷彿）設定行為」為根基之評價

（Werten）、情感（Gemüt/Gefühl）、意志（Wille）等等之各種各樣作為「有根基

行為」的述謂採取設定/表態，且很顯然的，它們同時也必需各自以評價、情感、

意志等等之各種各樣「前述謂的」「行為」為根基才成36。乃至於最終，在這些

以較低層次意識「行為」為根基之作為「有根基行為」的採取設定/表態之基礎

上，方才具有了那些理論思維（theoretischen Denkens）或藝術創作（künstlerischen 
Schaffens）或社會-倫理行動（sozial-ethischen Handelns）等等作為最高自我自發

性或主動性之真正自由的理性諸行為37。 
 
 
 
 
第二節  作為潛在背景意識之被動感性意識 
 

                                                 
33 參見Erfahrung und Urteil:§96-a)、459。 
34 參見Erfahrung und Urteil:§97-a)、b)。 
35 參見Erfahrung und Urteil:384。 
36 參見IdeenⅡ:333；IdeenⅠ:§115、§116、§117。 
37 參見IdeenⅡ: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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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先前有關作為注意前景意識之主動理性意識的整個討論看來，我們確實已

然清楚發現，不論其發生於哪一階段，也不論其屬於哪一種類，主動理性意識的

運作，都有其相應之不可分離而動機牽連的意識基底，諸如那些過去說明中已時

常被附帶提起的東西，聯想的喚起、交疊的符合綜合、刺激趨向的激發、習慣的

沈積等等意識諸現象，但無論如何，我們終究沒有真正深入過這些意識現象，也

未曾將它們視作一個主要課題來加以系統性地研究。為了完整揭露深藏於主動理

性意識底層中先行發生的根據，同時也為了進一步徹底解開那些意義至關重要的

悖論謎團，我們必需即刻來直接面對此一根本課題的任務。 
而我們仍舊再次選擇從《觀念二》出發來逐步展開對作為潛在（不注意）背

景意識之被動感性意識的探究。按我們過往所理解，相對於人的自我所具有之較

高階段的主動理性意識，那些作為其低階段基底的東西無非就是「被動感性意

識」，而胡塞爾，則在《觀念二》中將這樣的被動感性意識據其本質地進一步區

分成兩種：一種是不包含任何理性的沈積（Niederschlägen der Vernunft）之原始

感性（Ursinnlichkeit），亦即一種作為真正感性（eigentliche Sinnlichkeit）之無理

性的感性（vernunftlose Sinnlichkeit），另一種則是從理性生產或理性再次-生產而

來具有其一致性與不一致性的理智規則（Verstandesregeln der Einstimmigkeit und 
Unstimmigkeit）之第二級感性（sekundäre Sinnlichkeit），也即一種在隱蔽理性層

次中（ im der Schicht verborgener Vernunft）作為非真正感性（uneigentliche 
Sinnlichkeit）之理智或理性的感性（intellektive oder vernünftige Sinnlichkeit）38。 

在這，「理性的沈積」（即先前已討論之主動理性意識的「習慣的沈積」，或

更仔細而言，是「主動-被動的仍然-保持-在-握之主動貫通的理性意識」之「習

慣的沈積」），指得正是那些根據從較高東西進入較低東西、從理性的主動東西進

入諸被動性之合法則的諸轉變而發生的意識活動及其結果，且不論理性是源初生

產的行為主動性（即過去所言的源初知覺行為），還是再次生產的行為主動性（即

過去所言的作為再現知覺行為的回憶或作為中性再現行為之中性化再現與再現

的中性意識行為的想像），只要是行為主動性，其隨後都會合法則地沈入

（versinkt）於被動性中，合法則地沈入於第二級感性中，進而在遺留於行為主

動性過程後之被動的隨後意識的形式中（in Form des passiven Nachbewußtseins）

創造未來自我諸行為的諸前給予性（Vorgegebenheiten），創造那些再次轉變進入

真正稱作再次-生產（Re-Produktion）的諸主動性之預先勾畫/規定的諸道路

（vorgezeichnete Wege）39（即過去已提及的，「被實行的行為/“被實行的行為＂」

由於逐漸「消退」、沈入「晦暗」的潛在背景意識中，因而轉變成某種「不被實

行之脫離實行的行為/“不被實行之脫離實行的行為＂」，乃至於隨即或往後再通

過「被動的聯想喚起」而引起某種「不被實行之引動實行的行為/“不被實行之

引動實行的行為＂」）。我們據此可知，由理性的沈積活動轉變而來具有其一致性

與不一致性的理智規則之第二級理智或理性感性，無非就是主動理性的被動化！

                                                 
38 參見IdeenⅡ:276、334。 
39 參見IdeenⅡ:332-3。 

 114



 

且不論這主動理性是作為「採取設定/表態或“採取設定/表態＂」哪一判斷形式

之真正自由主動的理性，還是作為「接受性」注意轉向或朝向哪一階段、種類之

被動而主動的理性，這種主動理性的被動化，都根據聯想再生的本質法則40而運

作，更確切說來，感性的再生（sinnliche Reproduktion）無非就以類似東西在感

性的類似諸情況下出現/浮現（auftaucht）之動機形式起作用，創造出作為感性的

類似性之感性類似種類的新的諸前給予性，且這些感性類似種類則是早先就已生

產地或再次生產地出現過的，且被聯想再生的東西還將進而與動機引起它的東西

發生兩相一致或不一致的交疊的符合綜合的結果（即被動地聯想喚起一致或不一

致的符合綜合）41。 
至 於 無 理 性 的 原 始 感 性 ， 其 無 非 就 是 源 初 的 感 覺 （ ursprüngliche 

Sensation/Empfindung）——除通常感覺外，也包含感性的情感、本能等等——，

它單純地在那存在、出現（…sie ist einfach da, tritt auf.），在一切「統覺」之前已

是一個感覺統一體，且甚至之後能被發現作為一種統覺的因素（als Moment einer 
Apperzeption）42。諸如過去早已論及之經由其所分配到的統握而側顯地構成相

應之物本身的諸特徵/呈現之「特徵/呈現感覺」，當時，我們曾簡單理解它作為一

種「超越物側顯知覺統握（統覺）」的先行階段因素，但如今仔細看來，這種「超

越物側顯知覺統握（統覺）」卻僅屬於主動我思的階段，其前早有相應之前於我

思作為刺激趨向的統握（統覺），亦即胡塞爾所言在意向性（非真正的意向性）

原始領域中就已存在著的統覺43。由此可知，原始感性，作為源初的感覺，它是

出於自身（von selbst）源初地存在於「那」的東西，且進而還以一種前於我思作

為外於自我的刺激活動方式被前給予自我、呈現給自我44，甚至因而還更進一步

引動主動我思的自我接受性朝向趨向等意向性（真正的意向性）活動。因此，作

為理性基底之感性，實不僅包括有無理性的原始感性與第二級理智或理性感性，

在其他方面更包括有作為激發、作為刺激的感性（Sinnlichkeit als Affektion, als 
Reiz），因為，無論是原始感性，還是第二級感性，都必需經過激發才能動機地

引起主動理性的朝向活動，況且第二級理智感性的產生過程對源初感性而言也是

決定性的，故而原始感性也同樣需要第二級感性作為達到激發階段之中介45。 
 無庸置疑地，前述關於「被動感性意識」的說明確實是極為精要的！然而，

其中仍不免還有一些重要的細節值得我們進一步釐清。首先，我們發現，若統觀

胡塞爾上述的說明與更早先關於被動感性意識粗略概括的看法，那麼便不能將

「第二級感性」的涵義侷限於從理性生產或理性再次-生產而來具有其一致性與

不一致性的理智規則之理智或理性的感性，因為，「諸聯想的意識具有」確實不

只包括有作為理性的沈積而來之「朝向諸再生的具有」與「採取設定/表態或„採

                                                 
40 參見IdeenⅡ:337。 
41 參見IdeenⅡ:333-4。 
42 參見IdeenⅡ:334-6。 
43 參見IdeenⅡ:335。 
44 參見IdeenⅡ:336。 
45 參見IdeenⅡ: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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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設定/表態“諸再生的具有」，甚至更包括有作為「感性的沈積」（即作為被動感

性意識之原始感性、聯想與激發在持存消退中的習慣的沈積）而來之「感覺諸再

生的具有」、「聯想諸再生的具有」與「激發諸再生的具有」（雖說確有極大部分

的聯想與激發種類是那些從理性的沈積聯想喚起而來的聯想與激發種類，因而或

許可將這些聯想與激發種類歸屬於從理性的沈積聯想喚起而來，但畢竟並非所有

聯想與激發種類都非由理性的沈積聯想喚起而來不可），故而我們或許可將「第

二級感性」的涵義，在此更確切地修正為：「從意識的習慣沈積而來具有其一致

或不一致符合綜合理智規則之聯想喚起的感性」。 
 其次，我們則有必要針對被動感性領域中的「統覺」（統握）問題作出更仔

細的討論，但這種討論卻不可避免地必需相較於主動理性領域中的「統覺」（統

握）問題來一併進行。按胡塞爾在《被動綜合解析》裡所提出的看法，「統覺」，

一般說來無非就是一種非完全自身給予的「意向體驗」，因為，它是一種涉及聯

想 之 超 出 自 身 意 指 的 意 識 （ über sich hinausmeinenden Bewußtseins…zur 
Assoziation），也即一種由「直接的現前意識」（根據直接的發生法則而發生的）

與其超出自身聯想喚起而來的「被動機引起之諸間接的再現意識」（根據間接的

發生法則而發生的）連結起來之連續統一的意識，換句話說，我們根本沒法設想，

一個現前意識，在其合於本質的流中會不超出本來的呈現而從呈現（Präsenz）

伸展向新的諸呈現，也沒法設想，一個現前意識，竟然沒有其持存與前攝的諸視

域（retentionale und protentionale Horizonte），沒有一個意識過去性的共同意識

（Mitbewußtsein der Bewußtseinsvergangenheit）（雖然是一個必然非直觀的共同意

識）與一個屬於到來意識的前期待（Vorerwartung von kommendem Bewußtsein）

（無論其甚至是如何不確定）。並且，源初的統覺（originäre Apperzeption）無非

就是知覺，從之則可進一步產生變樣出其他各種各類的統覺，首先是回憶再現的

統覺、預期再現的統覺，然後還有那些與前面「設定的」諸統覺相對應之「中性

的」諸統覺，諸如作為統覺的想像轉變（imaginative Abwandlung der Apperzeption）

之“知覺＂、“回憶再現的統覺＂、“預期再現的統覺＂46。當然，上述胡塞爾

所說明之「統覺」的看法，確實主要是就意識主動性領域而言的，且這些看法，

也早在先前關於「主動理性意識」發展各層次階段的討論中就已涉及，故而，在

意識主動性領域中的「統覺」，無非就是「主動-被動的仍然-保持-在-握之主動貫

通的連續流動的理性意識」！且因此，我們同時也應將主動意識領域中的「統覺」

廣泛地理解作或是「注意朝向」任一階段或是「採取設定/“採取設定＂」任一

階段之流續流動的主動理性意識。 
不過，不可忽略的是，這些「主動統覺」卻無論如何都有其相應之「被動感

性意識」的先行發生的基底，尤其首先便是那種此處為我們所特別關注的被動感

性領域中的「被動統覺」。然而，究竟是什麼樣的「被動統覺」，會是一方面既在

作為感覺統一體的原始感性與聯想喚起的感性之上，另一方面又在所有「主動統

覺」之下？其實，這種「被動統覺」，無非是那一直以來為我們所初步認作前於

                                                 
46 參見Passiven Synthesis:336-340、337-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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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思「作為刺激趨向的潛在引動行為」，即所謂非真正的意向性，或也可稱其為

第二級意向性（sekundäre Intentionalität）47。且正由於它作為最高階段的被動感

性意識種類，具有著與主動理性意識最低階段相互交接之特殊重要性，故胡塞爾

曾於《主動綜合》中，特別將其視作「消極的注意性」（negative Aufmerksamkeit）
而與「注意性」相較，以便說明意向體驗之主動性（Aktivität）與被動性（Passivität）
的主要區別。他指出，一切積極活動自我（tätige Ich）的主動行為，都屬於意向

體驗的主動性，相對地，被動性則是在其自身的首要東西，因為一切主動性都合

於本質地預設著一種被動性的基礎與一種在被動性中已經被前構成的對象性
48，而一切真正的積極活動性（Tätigkeit）都在注意性（Aufmerksamkeit）的目光

領域中得到實行，相對地，在被動性領域中，則有一切注意性的對應模式，也即

一切「消極的注意性」。胡塞爾特別稱這種「消極的注意性」作為「激發」

（Affektion），這種激發從背景的被動性出來而走向自我，它是朝向的預設

（Voraussetzung der Zuwendung）49。且胡塞爾還曾於《笛卡爾沈思錄》中更進

一步指出，在被動發生的過程裡，確實具有一種在「被動的經驗直觀」中的被動

綜合作用，它總是持續地前給予地提供主動性之意向體驗以質料（Materie），這

也即是說，我們在被動性的發生過程中，會遭遇到一種在習慣性（Habitualität）
中作為多樣性諸統覺（mannigfaltigen Apperzeptionen）的構成東西（Gebilde），

且當這些「習慣的統覺」轉變成實顯運作的東西時，那些已經被形成的前給予性

（geformte Vorgegebenheiten）就會對中心自我照射（scheinen），刺激（affizieren）

它且動機引起（zu motivieren）它的積極活動性。總之，一切主動發生都在其相

應的被動發生基礎中有著原始建立（Urstiftung）的過程50。胡塞爾甚至還曾於《經

驗與判斷》中更為深入地指出，這種純粹激發的前給予性（reine affektive 
Vorgegebenheit），無非是一種在背景中自身突顯作為一種內在時間性中的統一性

的材料之被動構成（passive Konstitution eines sich im Hintergrunde abhebenden 
Datums als einer Einheit in immanenter Zeitlichkeit），且每一個從被動背景中發出

刺激作為同一性統一性（Identitätseinheit）之前給予的對象，則是在這種作為被

動存在信念（passiver Seinsglaube）的被動意見/原始意見（passive Doxa/Urdoxa）

中作為基底對象而純然被動前給予的，換句話說，這無非即意味著，在意向作用

方面，激發，作為被動存在信念的被動意見/原始意見，其具有歸屬於對一種對

象綜合統一性的諸意向性的被動相符（passiven Zusammenstimmung）之被動的

信念確定性（passive Glaubensgewißheit），而在意向對象方面，一切在意向的一

致性中作為統一性而構成的東西，則都具有這個「相符」（das „es stimmt“），這

個存在確定性（Gewißheit des Seins），然而，一旦出現不一致的被動信念/意見與

不一致的對象綜合之情形時，就會被動地產生信念確定性與存在確定性之樣態化

                                                 
47 參見IdeenⅡ:333。 
48 Passivität ist das an sich Erste, weil alle Aktivität wesensmäßig einen Untergrund von Passivität und 
eine in ihr schon vorkonstituierte Gegenständlichkeit voraussetzt. 參見Aktive Synthesen:3。 
49 參見Aktive Synthesen:3-4。 
50 參見Meditationen: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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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alisierung）51。 
若 就 此 而 論 ， 在 這 種 作 為 單 純 信 念 意 識 的 基 礎 （ Boden schlichtes 

Glaubensbewußtseins）之原始/被動意見的領域中，一切被動意識都已經是「構成

著諸對象的」（Gegenstände konstituierend）意識，更確切地說，都已經是「前-
構成著諸對象的」（Gegenstände vor-konstituierend）被動意識了52。不過，我們卻

要避免在此對這種被動意見賦予「認識活動」的特徵，因為，正如我們過去早已

將廣義上「認識活動」的一般本質特徵，理解成具有「主動-被動的仍然-保持-
在-握之主動貫通的固定判斷活動」，故此處所論的被動意見，則是不可能具有這

種主動性意識功能特徵的！也正因此，胡塞爾才會強調，判斷（或即決斷，或即

固 定 ） 就 是 客 觀 化 的 、 對 象 化 的 自 我 諸 行 為 （ objektivierenden, 
vergegenständlichenden Ichakte）或即意見的自我諸行為（doxischen Ichakte）之全

體的標題，只有對象化的、認識的主動性，較低與較高階段的自我主動性（即接

受經驗與述謂自發性這兩個客觀化成就階段53），而不是純然的被動意見，才創

造出認識諸對象與判斷諸對象，因而對象化總是一種自我的主動成就，一種被意

識的某個東西之主動信念的意識具有54。 
然而，激發，作為對自我的刺激效應（Reizwirkung），按胡塞爾在《被動綜

合解析》中的看法，則又必需更進一步區分成現實的激發（wirkliche Affektion）

與潛在的激發。這一點，確實為先前討論所忽略，因為我們一直是將激發單純地

視為現實地運作著的激發來進行理解的。不過，只要我們試著回憶起過去更早所

提那種「不被實行的潛在引動行為」，便不難想起當時早已將之理解成具有不同

刺激強度的「潛在引動行為」，且唯當其刺激強度大到足以勝過其他同時存在的

「潛在引動行為」時，其方能真正引動相應之「被實行的行為」。而現在，現實

的激發指的正是這種真正現實地引動相應之「被實行的行為」的「潛在引動行

為」，至於潛在的激發，指的則是那種由於對自我極的激發的力量照射（affektive 
Kraftstrahlen auf den Ichpol）的刺激強度的不足，以致無法引動自我轉而注意朝

向之激發的潛在性（Potentialität der Affektion），或即趨向於激發（Tendenz zur 
Affektion）。此外，當胡塞爾甚至又更進一步地去反思追溯究竟作為刺激效應的

激發，其「本身」的發生起源為何時，他於是反思發現到，激發必需預設著「突

顯」（Abhebung），即那種對我們而言是通過在對比之下內容的融合而來的（durch 
inhaltliche Verschmelzung unter Kontrast）突顯，而那種由於產生內容的融合而帶

來突顯之對比，則是激發之最源初的基本條件（ursprünglichste Grundbedigung der 
Affektion）。在此，要理解突顯現象如何動機引起了作為刺激效應的「激發」並

不困難，因為我們所注意朝向的對象，通常都是那種在視域中特別突顯的東西，

雖然我們確實也具有這樣的可能性，即主動地去注意朝向視域中那些不突顯的部

分。不過，若要理解「對比」現象如何產生內容的融合進而動機引起突顯現象，

                                                 
51 參見Erfahrung und Urteil:60-1、63-4。 
52 參見Erfahrung und Urteil:60、64。 
53 參見Erfahrung und Urteil:§49。 
54 參見Erfahrung und Urteil: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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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似乎有些困難了，或許，我們可暫時給予這樣的回答：因為，在視域中，對比

現象，似乎就是首先動機引起那些初始對立存在的不同東西向各自相似或相同東

西去結合聚集，且因而造成了對立存在間更為鮮明的相互對照，乃至於才進而動

機引起了對立存在間的突顯現象。當然，同樣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如胡塞爾所說，

激發的等級（Gradualität）是與對比的等級相連繫的，「對比」的尺度（Größe）

將決定「突顯」的尺度，而「突顯」的尺度又將決定「激發」的尺度，並且，大

多時候，競爭的諸對比（konkurrierenden Kontraste）中會有一個較強的競爭的對

比動機引起較強的突顯，甚至進而動機引起現實的激發，且與此同時，其他較弱

的競爭的對比則僅能動機引起較弱的諸突顯，這些較弱的諸突顯則也可進而動機

引起那些存在於潛在背景意識中的潛在的諸激發等等，且確實還存在有這樣一種

極限的情況，也即存在有一種對比的極限（Kontrastextreme），這種對比極限是

如此強的對比，因而又產生出如此強的起作用的突顯，以致最終完全蓋過

（übertönen）了所有其他的競爭的諸對比以及完全壓抑了它們進一步突顯地動機

引起潛在的激發的任何可能性。此外，若是涉及諸如有關情感、本能等等這些「有

根基的」被動意向體驗種類之「激發」問題，那麼，這些種類的「激發」將會是

那 種 既 一 方 面 取 決 於 對 比 的 相 對 尺 度 ， 另 一 方 面 又 取 決 於 優 先 / 偏 好 的

（bevorzugenden）感性情感、本能而來之共同聯合的「激發」活動55。 
話說回頭，既然作為激發的被動意見畢竟是一種「被動統覺」，那麼一般地

歸屬於「統覺」的本質特性就同樣為它所具有，這也即是說，對應於「主動統覺」，

它則是一種非完全自身給予的「被動意向體驗」，因為，它同樣也是一種涉及聯

想之超出自身意指的意識，但無論如何卻是一種由「直接的被動現前意識」與其

超出自身聯想喚起而來的「被動機引起之諸間接的被動再現意識」連結起來之連

續統一的意識。 
 再其次，我們緊接著前面關於作為激發預設的突顯、對比之討論，則將引發

出這樣的一個重要問題：我們過去既將由聯想之被動符合綜合56所產生出來的東

西，都理解成有其激發力量（affektive Kraft）57的東西，那如今，這種由聯想之

被動符合綜合所產生出來的東西，究竟與此處作為激發預設的突顯、對比何干？

就此，若我們知悉胡塞爾在《經驗與判斷》裡曾提出的這一看法，亦即，一切在

感性領域中的被突顯性（Abgehobenheiten），無非都是聯想諸綜合所產生出的各

式各樣種類的東西58，那麼便不難進而理解到，不論是突顯，還是作為突顯預設

的對比，都應是歸屬於聯想過程的功能環節，這亦即是說，它們是在聯想之被動

符合綜合的整個發生過程裡的部分運作環節。 
 顯然，我們對「被動感性意識」一連串逐層深入的探問工作，不可能就此打

住，因為，截至目前，我們雖說已初步將「第二級感性」的涵義，更確切地理解

作為「從意識的習慣沈積而來具有其一致或不一致符合綜合理智規則之聯想喚起

                                                 
55 參見Passiven Synthesis:§32。 
56 參見Erfahrung und Urteil:77。 
57 參見Erfahrung und Urteil:79。 
58 參見Erfahrung und Urteil: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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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性」，但除了粗略地知道「聯想」是根據一個類似/相同東西首先被動地再生

喚起另一個類似/相同東西，然後這前後相繼出現的兩者又會隨即發生其一致或

不一致的被動符合綜合之活動外，我們對其所具有之各種各類的形式可能性卻沒

有真正深入的認識。所以，還是讓我們即刻來面對這根本重要的任務課題吧！現

在，我們將整個探究的目光朝向較「激發」更為深層的「聯想」意識活動層次，

且最初，引起我們注意的卻是這樣的一個基本事實：若沒有「聯想之一致或不一

致的被動符合綜合」的先行發生，那麼不論是「激發之一致或不一致的被動統覺

（被動意見/信念）的符合綜合」，還是「注意朝向之一致或不一致的主動統覺（主

動意見/信念）的符合綜合」，甚或是「採取設定/表態之一致或不一致的有意主動

統覺（有意主動意見/信念）的符合綜合」，便都不可能有所發生。正是從上述這

樣的基本事實，讓我們清楚地看到，「聯想」根本就不是一種「統覺（意見/信念）」，

且屬其之一致或不一致的被動符合綜合活動，也絕非是任何在「統覺（意見/信
念）」中進行之一致或不一致的符合綜合活動，相反地，「聯想之一致或不一致的

被動符合綜合」反倒是一切在「統覺（意見/信念）」中進行之一致或不一致的符

合綜合活動之預設基礎。在此，首先強調這樣的基本區分是至關重要的，因為我

們確實很容易將這些分屬不同意識層次階段之「一致或不一致的符合綜合」的活

動混為一談。 
 那麼，就讓我們現在來談談，「聯想之一致或不一致的被動符合綜合」究竟

具有著哪些發生方式的可能性。胡塞爾，曾於《經驗與判斷》與《被動綜合解析》

二書中指出，「聯想」，或說是「聯想喚起」（assoziative Weckung），這種純粹內

在的被動感性意識活動，一般說來，若據喚起者與被喚起者歸屬於同質性/親緣

性（Homogeneität/Verwandtschaft）或異質性/陌生性（Heterogeneität/Fremdheit）
之別，則可區分為「同質聯想」（homogene Assoziation）或「異質聯想」（heterogene 
Assoziation）；而若以喚起者與被喚起者所歸屬之發生時間範圍而論，則可區分

成「內於一種呈現中之聯合」（Einigung innerhalb einer Präsenz）或「呈現的東西

與非呈現的東西之聯合」（Einigung von Präsentem mit Nicht-präsentem），也即是

現前的意向體驗的東西與再現的意向體驗的東西之聯合；而若以喚起者與被喚起

者的關聯遠近程度分，則可區分為「直接聯想」（unmittelbare Assoziation）與「間

接聯想」（mittelbare Assoziation）59。 
然而，無論一個「聯想喚起」的意識活動究竟分有哪些種類特性，它本質地

總是必然伴隨有喚起者與被喚起者二者間之「符合綜合」（Deckungssynthesis）

的意識活動。因此，若首先就上述第一組區分類別而論，則我們說屬其之符合綜

合的意識活動，按交疊（Überschiebung）、融合（Verschmelzung）的範圍程度，

要麼是一種完全無差距的（vollkommene abstandslose）符合綜合，要麼是一種類

似的（ännliche）符合綜合，也即部分的（partielle）符合綜合，不然就是一種完

全不同的符合綜合。不論從完全相同性的可能「極限」（Limes）到依交疊、融合

的不同程度而來之各種部分相同性（或說各種類似性），乃至於到完全沒有交疊、

                                                 
59 分別參見Erfahrung und Urteil:§16、§42-b)；Passiven Synthesis:§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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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之完全差異性之另一個可能極限（但嚴格說來，任何事物都至少是一個作為

存在性的事物，因而完全差異性的情形徹底說來應是不可能存在的），喚起者與

被喚起者之同異性都必需從某個共同性的基礎中對比地突顯（kontrastierend hebt 
sich ab von einem Boden des Gemeinsamen）。至於對第三組區分類別的說明，我

們則可在對第一組區分類別已獲理解的成果中展開，因為「直接聯想」，指得正

是喚起者直接地聯想喚起與其或是相同或是類似或是不同之被喚起者此一類「同

質聯想」及與其相應的「異質聯想」；但「間接聯想」，指得則是喚起者略過了與

其直接關聯之或是相同或是類似或是不同的被喚起者，而直接地間接聯想起那些

作為直接聯想所喚起者之整個關聯背景中的東西。至於第二組區分類別中的「內

於一種呈現中之聯合」，指的正是同處一個現前的意向體驗中的喚起者與被喚起

者二者間之聯想喚起的聯合，它可以具有其「直接之同質或異質聯想」的形式；

而「呈現的東西與非呈現的東西之聯合」，則是現前的意向體驗中的喚起者與再

現的意向體驗中的被喚起者二者間之聯想喚起的聯合，它也具有其「直接之同質

或異質聯想」的形式，但除此之外，還具有其「間接聯想」的形式60。 
當然，我們必需特別注意，千萬別將上述「聯想喚起」的不同種類特性的說

明，僅視作適合於某一種意識層次的，因為正如我們早已理解到的，只要是一種

具有習慣沈積特性的意識，都可能被聯想地喚起，但話說回來，根本就不存在任

何一種不具習慣沈積特性的意識，所以，上述「聯想喚起」的不同種類特性的說

明，原則上是適用於任何意識層次的。 
雖說至此，我們已然對那些深藏於「主動理性意識」底層中先行發生的「被

動感性意識」，進行了初步深入的系統性研究，但我們仍有必要在此作出以下重

要的補充說明：至今關於「被動感性意識」的討論，雖然大致多偏重於以「設定

的被動感性意識」為例來進行說明，但這並不表示我們對「想像/中性被動感性

意識」就沒有獲得任何理解，因為，恰如過去在「主動理性意識」那裡所具有的

類似情形，在此，「想像/中性被動感性意識」，也可通過將在「設定的」模式中

所獲致的理解成果轉換至對應之「虛擬/彷彿設定的」模式中來加以理解說明，

雖說依我們過去對作為「中性變樣」之「意識的中性化」的理解認識，「想像/
中性被動感性意識」確實並不具有那些從「原始感性」與「聯想」直接被動中性

化而來的種類。 
 
第三節  意識之內在時間化的基本發生結構 
 
 既已先後系統性「動態地」反思追溯了那些先行於「靜態式/已完成的統覺

構成及其統覺構成對象/客體」而發生之各層次階段的「歷史」，我們本該在當前

全新的理解基礎上，回過頭來對過去所認識的「普遍懸擱」，乃至於對「意向對

象或意向對象全體/世界的悖論」與「人類/人的主體性悖論」，再次加以重新地審

視評估，然而，畢竟真正充分且適當的時機卻仍未到來。而這箇中緣由即無非在

                                                 
60 分別參見Erfahrung und Urteil:§16、§42-b)；Passiven Synthesis:§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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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我們過去雖說對自我-意識活動不同層次階段間所發生的整個「動機化」過

程已有了初步的一般理解深入，但是，對自我-意識活動，其本身作為「時間生

成/構成流」所本質固有之「時間的普遍形式」，卻沒有直接進行一種課題式完整

的動態觀察，而僅是連帶地有所涉及而已。正如我們一直以來，在一系列探究「自

我-意識」的過程中，不論過去曾就「自我-意識」所具有之哪一種類特性方面來

加以區分探究，諸如：設定/中性（虛擬/彷彿設定）、超越（實在）指向/內在指

向、非反思/反思、事實/本質、個別/一般、源初/非源初（直接/間接）（未變樣/
變樣）、充分/不充分……等等，還是當前就其發生的整個動機化過程而來之主動

/被動（理性/感性）的區分探究，都總是已經不斷連帶地提及了「回憶/知覺/預
期（期待）」與“回憶/知覺/預期（期待）＂，還有在不細分它們作為「設定」與

「虛擬（彷彿）/中性設定」的情形下，則又可一般地說是「現前/再現（生產/
再生）」，乃至於更有「現前」（也包含「再次-現前」）所具有之「持存/印象

（Impression）或想像（Imagination）61/前攝」等等。然而，上述這些具有各自

特定「時間形式或相位（Phase）」，亦即「過去、現在（剛才/瞬間/即刻）、未來」

的意識，作為「時間意識」，或更完整地說，作為「內在時間意識」，正是一切「自

我-意識」之「發生的普遍形式」！所以，不論究竟是哪一種類種的「自我-意識」，

也不論究竟是哪一層次階段的「自我-意識」，只要是「自我-意識」，如今都被要

求著必需回溯深入到屬其之本質固有的「發生的普遍形式」中，以尋求其「發生

可能性」的根基！ 
 當然，我們這一階段的探究工作將主要地聚焦於作為「自我-意識」的「發

生的普遍形式」之「內在時間意識」，並且，由於一方面這種「發生的普遍形式」

全體適用於不論歸屬哪一種類與層次階段的「自我-意識」，另一方面，對於不同

種類與層次階段的「自我-意識」的一般特性，也早於先前已有所討論，故而我

們即將進行的探究工作自然就不必再回頭重複那些相互交錯的細節了，在此，只

需直接就具有特定「時間形式或相位」（「過去、現在、未來」與「現在」所具有

之「剛才/瞬間/即刻」）的「諸內在時間意識」之各自「是什麼」、各自「如何如

其所是」、相互間可能具有的重要功能連繫進行討論即可。 
不過，在此我們也必需首先聲明，正如胡塞爾在《內在時間意識現象學》中

所指出的，就「內在時間意識」所進行的現象學式的超驗探究，始終是在排除了

將時間僅視作客觀時間（objektive Zeit）這種素樸成見之後（這即意味著實行「普

遍懸擱」）所進行的，因為這種客觀時間作為世界時間、實在時間、在自然科學

意義上自然的時間，且甚至作為心靈的自然科學之心理學的時間，都是在一種將

時間位置（Zeitstellen）的變化拿來與空間位置（Raumstellen）的變化相平行類

比所進而獲得認識的結果，這也即是說，最終無非都是以空間位置的運動變化來

決 定 時 間 位 置 變 化 的 意 義 ， 於 是 ， 就 產 生 出 了 一 種 所 謂 可 以 用 計 時 器

（Chronometer）客觀地進行測量的客觀時間，或我們也可更確切地說，無非即

                                                 
61 分別參見Inneren Zeitbewußtseins:101、103；Phantasie:5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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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種「客觀的空間-時間」62。相反地，在現象學看來，這種「客觀時間性」卻

反倒需要由「內在時間性」來加以規定。因為，正如胡塞爾所提，我們必需區分

清楚感覺的持續（Dauer der Empfindung）與持續的感覺（Empfindung der Dauer），

或諸感覺的繼起（Sukzession von Empfindungen）與繼起的諸感覺（Empfindung der 
Sukzession）之間的本質差異，若以對物的感覺活動為例，我們確可在現象學式

的超驗反思回溯中理解把握到：每一組中的後者，是由內在時間感覺意識/諸感

覺意識所超越構成之客觀時間中的經驗的諸物，而每一組中的前者，則是超越構

成客觀時間中的經驗的諸物之前經驗時間中的諸內在統一性（ immanenten 
Einheiten in der präempirischen Zeit），即不同諸階段之構成的顯現諸多樣性

（konstituierenden Erscheinungsmannigfaltigkeiten verschiedener Stufe），亦即內在

時間感覺意識/諸感覺意識63。而在另一方面，與此類似的看法，胡塞爾也曾於後

來的《貝瑙爾手稿》裡表達過，他甚至將上述超越構成客觀時間中的經驗的諸物

之前經驗時間中的意識內在性，理解作一種超越構成在自然時間中的自然客體性

之現象學內在時間 64 （phänomenologische immanente Zeit）中的超驗客體性

（transzendentale Objektivität），以便特別強調這種「內在時間意識」確實可作為

內在性領域中的時間對象而被現象學式的超驗反思所內在地構成把握的65。 
 現在，就讓我們緊接著來嘗試思索，作為「自我-意識」的「發生的普遍形

式」之「內在時間意識」，諸如「現前/再現」，或按其具有的時間相位「過去、

現在、未來」（Vergangenheit、Jetzt、Zukunft）更確切地細分，則是「回顧再現/
現前/前再現」（Rückvergegenwärtigung/Gegenwärtigung/Vorvergegenwärtigung），

甚至於諸如那些具有「剛才/瞬間/即刻」（Soeben/Moment/Alsbald）聯合組成「現

前」（包括「回顧再次-現前」與「前再次-現前」）之「持存/印象或想像/前攝」

（Retention/ Impression oder Imagination/Protention），究竟「是什麼」？究竟又「如

何如其所是」？ 
首先，就讓我們超驗地反思回溯觀察「回顧再現/現前/前再現」究竟「是什

麼」且「如何如其所是」。對此，我們則不由得地很快便想起不久前才被述及的

東西，也即當時討論作為被動感性意識的「聯想」之本質固有的功能特性時，曾

就喚起者與被喚起者所歸屬之發生時間的範圍來論及一種「呈現的東西與非呈現

的東西之聯合」，亦即那種「現前的」意向體驗中的喚起者與「再現的」意向體

驗中的被喚起者二者間之聯想喚起的聯合。而正是從這種涉於「內在時間意識」

間相互聯合之「聯想」活動中，我們看到了「聯想」能基於「現前」進而動機引

起「回顧再現」，再者，由於「回顧再現」作為「回顧的再次-現前」，畢竟也是

「現前」的一類，故而「聯想」又能基於「回顧再現」更進而動機引起「前再現」，

由此可見，「聯想」當是「回顧再現」與「前再現」「如何」發生的重要可能性根

                                                 
62 參見Inneren Zeitbewußtseins:§1。 
63 參見Inneren Zeitbewußtseins:12、§34。 
64 當然，關於「現象學時間」的看法，胡塞爾至少早自《內在時間意識現象學》時期即已萌芽，

後來也曾於《觀念一》中提及。分別參見Inneren Zeitbewußtseins:92-3、124；參見IdeenⅠ:§81。 
65 參見Bernauer Manuskripte: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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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 
胡塞爾就曾於《被動綜合解析》裡，以「作為源初現前的知覺與作為非源初

現前的知覺」為例，來說明「作為回顧再現知覺的回憶」與「作為前再現知覺的

期待」是「什麼」且是「如何」經由聯想的喚起而被產生出來。首先，讓我們來

看「作為回顧再現知覺的回憶」是「什麼」且是「如何」經由聯想的喚起而被產

生出來的。按胡塞爾的看法，「回憶」可以是一種「近記憶」（Naherinnerung），

即由「知覺源初現前」之「原始生動的持存」（urlebendige Retention）所聯想喚

起而來之「對剛才過去的東西（soeben Gewesene）或仍在沈沒的東西（noch 
Herabsinkende）的再次直觀意識」，並且，「回憶」也可以是一種「遠記憶」

（Fernerinnerung），即由「知覺非源初現前」之「持存的遠視域」（retentionalen 
Fernhorizont）所聯想喚起而來之「對已經過去的東西或已經沈沒的東西的再次

直觀意識」；而「遠記憶」，按「持存的遠視域」是從作為「近知覺非源初現前」

的「近知覺回顧再次-現前」而來，還是從作為「遠知覺非源初現前」的「遠知

覺回顧再次-現前」而來，則可進而區分成由「近記憶」的「持存」進而聯想喚

起而來的第一個「遠記憶」，或由「遠記憶」的「持存」進而聯想喚起而來的任

何一個「遠記憶」，且這種聯想喚起而來的「回憶」系列原則上是可以如此等等

繼續下去的，如此一來，「回憶」就可被一般地理解成是由「知覺現前」之「持

存」所聯想喚起而來之「對過去的東西或沈沒的東西的再次直觀意識」66。 
其次，讓我們來看「作為前再現知覺的期待」是「什麼」且是「如何」經由

聯想的喚起而被產生出來的。按胡塞爾的看法，「聯想的期待」（assoziative 
Erwartung）明顯地預設著作為喚起的「記憶」回溯關係之聯想（Assoziation als 
weckende Rückbeziehung der „Erinnerung“），可說是一種在與「迄今的生成」

（bisherigen Werden）的類比當中將「迄今的生成」向前/未來投射（projiziert）
而成的「繼續向前的生成」（Fortwerden）。並且，在「聯想的期待」中，未來東

西的出現（Eintreten des Künftigen）是通過帶有已出現的過去東西的類似性（durch 
Ähnlichkeit mit dem eingetretenen Vergangenen）而被期待的，因而未來東西是一

種作為連續的過程類型（Verlaufsstil）之新的預先勾畫/規定的相同類型被期待為

一種到來的前形象（als ein kommend Vorbild zu erwarten）。此外，既然「期待」

需以「回憶」為其預設，那麼，不難想見的是，「作為前再現知覺的期待」，就會

按其相應的預設方面的差異，亦即「近記憶」與「遠記憶」的差異，而進一步有

其在近領域（Nahsphäre）中與在遠領域（Fernsphäre）中的區別。於是，「期待」

可以是一種「近期待」（Naherwartung），即由作為「近記憶」的「近知覺非源初

現前」所具「持存」所聯想喚起而來之「將剛才過去的近記憶東西或仍在沈沒的

近記憶東西向前/未來投射而成為即將到來之新的預先勾畫/規定的相同類型的前

形 象 之 前 - 再 次 直 觀 意 識 」， 並 且 ，「 期 待 」 也 可 以 是 一 種 「 遠 期 待 」

（Fernerwartung），即由「近知覺非源初現前以外的其他知覺非源初現前」所具

「持存」所聯想喚起而來之「將剛才過去的遠記憶東西或仍在沈沒的遠記憶東西

                                                 
66 參見Passiven Synthesis:112-4、27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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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前/未來投射而成為以後將會到來之新的預先勾畫/規定的相同類型的前形象之

前-再次直觀意識」；而「遠期待」，按其「持存」是從作為「第一個遠知覺非源

初現前」的「遠知覺回顧再次-現前」而來，還是從作為「第一個遠知覺非源初

現前以外的其他遠知覺非源初現前」的「遠知覺回顧再次-現前」而來，則可進

而區分成由「近記憶」的「持存」進而聯想喚起而來的第一個「遠期待」，或由

「遠記憶」的「持存」進而聯想喚起而來的任何一個「遠期待」，且這種聯想喚

起而來的「期待」系列原則上是可以如此等等繼續下去的，這樣一來，「期待」

就可被一般地理解成是由「知覺非源初現前」之「持存」所聯想喚起而來之「將

剛才過去的回憶東西或仍在沈沒的回憶東西向前/未來投射而成為將會到來之新

的預先勾畫/規定的相同類型的前形象之前-再次直觀意識」67。 
 當然，我們則可將這種以「作為源初現前的知覺與作為非源初現前的知覺」

為例，對「作為回顧再現知覺的回憶」與「作為前再現知覺的期待」究竟「是什

麼」且「如何如其所是」進行理解而來的成果，全部轉換擴大成對「回顧再現/
前再現」的一般理解，諸如：「回顧再現」，就是由「現前」之「持存」所聯想喚

起而來之「對過去的東西或沈沒的東西的再次直觀意識」；「前再現」，就是由「非

源初現前」之「持存」所聯想喚起而來之「將剛才過去的回顧再現東西或仍在沈

沒的回顧再現向前/未來投射而成為將會到來之新的預先勾畫/規定的相同類型的

前形象之前-再次直觀意識」！ 
再來，讓我們繼續超驗地反思回溯觀察「現前」（包括「回顧再次-現前」與

「前再次-現前」）之「持存/印象或想像/前攝」究竟「是什麼」且「如何如其所

是」。不過，在我們還未正式深入相關的討論之前，或許需要先對此處設立起的

問題標題進行一些補充的說明。最先是有關我們為何在此特別就廣義上的「印象」

（Impression），而非以「原始源初現前」之「原始印象」（Urimpression）來作為

研究的主要標題？針對這樣的一個可能提問，我們將給出的理由卻是始終一貫

的，因為在開始整個「內在時間意識」的探究工作之前，我們便已表明了要將探

究的課題限定在具有特定「時間形式或相位」的「諸內在時間意識」之各自「是

什麼」、各自「如何如其所是」以及相互間可能具有的重要功能連繫為何這個方

向上，而沒有必要再回頭窮舉那些與不同種類與層次階段的「自我-意識」的一

般特性可能相互交錯的諸多細節，況且胡塞爾也確曾在《觀念二》裡仔細考量過，

雖說「印象」這個語詞僅「適合於」「源初的諸感覺」（ursprüngliche Sensationen），

即先前所說作為「被動感性意識」最低階段之「原始感性」，但其在另一種意義

上，似乎也可更廣地「適合於」那些「非-派生的東西」（Nicht-abgeleitete），因

而也即非-派生的「原始感性」（Ursinnlichkeit）、「自我諸激發」（Ichaffektionen）

與「自我諸行為」（Ichaktionen）68，然而，若按「印象」（Impression）這個語詞

的本來涵義，其無非就是一種經由「將…印入/壓入」（Eindrücken）而產生出「印

象/壓痕」（Eindruck）之謂，且其一方面未必非是從外在領域到內在領域中的「印

                                                 
67 參見Passiven Synthesis:184-8、290。 
68 參見IdeenⅡ: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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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壓入」，而另一方面又未必僅是在被動感性領域中的「印入/壓入」，那麼，我

們為何不能將「印象」這個語詞的涵義甚至更進而推廣到「適合於」那些派生的

「自我諸激發」與「自我諸行為」，甚至那些從非-派生的「原始感性」聯想喚起

而來之派生的「再生感覺」——此處一方面根據《經驗與判斷》所言，一切自身

突顯（Sichabheben）都是各式各樣種類的聯想綜合所產生的東西，而原始感性

又自有其突顯，故原始感性必有屬其之較高層次的聯想綜合活動，因而有「再生

感覺」69；另一方面則根據《觀念二》所言，（感性的）諸印象都不可分離的被

交織於諸再生，因而有「再生感覺」70——與從派生的「再生感覺」聯想喚起而

來之派生的「再生感覺」、從非-派生的/派生的「激發」聯想喚起而來之派生的

「再生激發」與從派生的「再生激發」聯想喚起而來之派生的「再生激發」、從

非-派生的/派生的「行為」聯想喚起而來之派生的「再生行為」與從派生的「再

生行為」聯想喚起而來之派生的「再生行為」，或簡言之，即派生的「諸聯想」，

其實，後來胡塞爾在《想像/形象意識/記憶》中，也的確已將「印象」廣義地理

解成「適合於」一切作為現實構成（wirkliche Konstitution）的意識活動了71。再

者，我們在此又為何要平添一個與「印象」相並列的「想像」（Imagination）呢？

相較於第一個問題，這個問題的回答就簡短的多：因為，「適合於」「現實構成意

識活動」之「印象」，有其在「虛擬（彷彿）/中性設定」模式中的對應變樣，也

即胡塞爾於《想像/形象意識/記憶》中所說，作為「印象的想像」（Einbildung von 
Impression），作為「印象的想像變樣」（imaginative Modifikation）之「想像」

（Imagination）72，雖說按我們過去對作為「中性變樣」之「意識的中性化」的

理解認識，此處確實並不具有那些從「適合於」「原始感性」與「聯想」之「印

象」直接被動中性化而來的「想像」種類。 
既完成了相關的補充說明，讓我們旋即正式深入主要的討論，並且，亦如過

去一般，我們仍然首先就「現前」之「持存/印象/前攝」作為探究觀察的任務目

標，而僅將在「虛擬（彷彿）/中性設定」模式中作為其對應變樣的「現前」之

「持存/想像/前攝」，當作可以類似地獲得平行理解的東西。然而，一旦我們開始

嘗試超驗反思地回溯指向任何一個「現前」體驗流時，甚至是任何一個連續「現

前」體驗流時，便會很快地發現，它們存在於整個意識流統一體之中，總有其他

各式各樣的體驗流與其持續相互交疊、連結，甚至還覆/掩蓋其上，於是在這麼

複雜的情形中，我們的探究目光又「如何」能清楚明晰地去把握「現前」之「持

存/印象/前攝」的「是什麼」與「如何如其所是」呢？無疑地，設法解決這樣一

種觀察探究上的方法困難顯然是極其根本重要的，而胡塞爾，也卻曾於《被動綜

合解析》裡，就「原始源初現前」為例，提出此一難題的解決之道。他認為，我

們之所以能在超驗反思活動中把握到處於意識流統一體中間部分的橫截面

（Querschnitt），即作為「原始體驗」（Urerlebnis）基本構成之「原始印象」、「持

                                                 
69 參見Erfahrung und Urteil:79-80。 
70 參見IdeenⅡ:336。 
71 參見Phantasie:565。 
72 參見Phantasie:5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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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與「前攝」，無非是經由一種對流動知覺過程的瞬間（Augenblick des 
strömenden Wahrnehmungsprozeßes）之固定（Fixieren），也即一種抽象的突出作

用73，不過，若真實說來，意識流統一體本身絕對地是連續不斷的，我們並無法

憑藉任何反思的意識運作而有所阻攔（hemmen），而在探究作為「自我-意識」

的「發生的普遍形式」之「內在時間意識」的超驗反思進路中，此點意義的釐清

顯然至關重要。類似地，我們也可透過抽象的突出作用，循著橫截面而進一步發

現意識流統一體之縱截面（Längsschnitt），它是由持續更新的「原始印象」及其

連續不斷變樣而來的「持存」系列，還有基於「持存」而連續不斷變樣產生的「前

攝」系列所組成之多樣性意識流連續統一體74。此外，這也不免讓我們回想起，

先前對「回顧再現」與「前再現」的觀察探究難道沒有此處所發生的類似困難嗎？

有的，一定有的！只不過雖說我們當時業已運用此種作為固定之抽象的突出作

用，但我們對此種運用卻沒有任何在方法意識上的覺察。 
 既又初步解開了觀察探究上的方法困難，那麼，就讓我們首先來看看胡塞爾

於《觀念一》中所提出關於「現前」之「持存/印象/前攝」的一般性討論。胡塞

爾曾指出，基本上，每一「現前」體驗本身都是一條生成流（Fluß des Werdens），

是 在 一 種 在 固 定 不 變 的 形 式 的 意 識 連 續 體 中 （ Bewußtseinskontinuum der 
konstanten Form）所是的東西，而這種固定不變的形式的意識連續性，首先具有

一種屬於「印象」的相位，其作為「體驗-現在」（Erlebnis-Jetzt），則進而是那種

作為「體驗-在後」（Erlebnis- Nachher）之屬於「持存」（Retention）或更確切地

說屬於「諸持存連續性」（Kontinuität von Retentionen）的相位之界限相位

（Grenzphase），但這些諸持存卻是不同等的（nicht gleichstehende），而是連續-
意向地相互關聯的（kontinuierlich-intentional aufeinander zu beziehend sind），亦即

一種屬於諸持存的諸持存之連續的交織（ein kontinuierliches Ineinander von 
Retetionen von Retentionen）。而在與作為「體驗-在後」之屬於「持存」或更確切

地說屬於「諸持存連續性」的相位之對立方向上，則更進而相應地存在有從「持

存」轉變而來或更確切地說從「諸持存連續性」轉變而來作為「體驗-在前」

（Erlebnis- Vorher）之「前攝」（Protention）或更確切地說「諸前攝連續性」

（Kontinuität von Protentionen）的相位，且其同樣是以屬於「印象」的相位作為

其界限相位75的。故而，每一「現前」體驗本身都可說是由「瞬間」現前的「印

象」，與「剛才」現前的「持存」或更確切地說「諸持存連續性」，以及「即刻」

現前的「前攝」或更確切地說「諸前攝連續性」所連結組成之一個「現前」體驗

的連續體（Kontinuum）。並且，由於這種固定不變的形式的意識連續體總是獲得

不斷更新的內容，因此就會形成一種由「連續更新的諸印象」，與「連續更新的

                                                 
73 參見Passiven Synthesis:128、316。 
74 參見Passiven Synthesis:313-8。 
75 此處，雖說《觀念一》並未明指屬於「前攝」或更確切地說「諸前攝連續性」的相位以屬於

「印象」的相位作為其界限相位，但此義卻已隱含在其與屬於「持存」或更確切地說「諸持存

連續性」的相位之對立方向的關係中了。且這一點也在後來的《貝瑙爾手稿》中被胡塞爾明確

地指了出來。參見Bernauer Manuskripte:Nr.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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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印象」進而所各自產生出的「持存」或更確切地說「諸持存連續性」，以及各

自產生出的「持存」或更確切地說「諸持存連續性」更進而所各自產生出的「前

攝」或更確切地說「諸前攝連續性」而來之諸「現前」體驗流的連續統一流76。 
 不過，上述的一般性討論，雖然指出了「現前」之「持存/印象/前攝」的一

般形式結構，卻沒有仔細說明兩個方面的問題：第一、究竟「瞬間」現前的「印

象」是如何進而產生「剛才」現前的「持存」，而「剛才」現前的「持存」又如

何再進而產生「即刻」現前的「前攝」？第二，一個「現前」體驗之屬於「印象」

的相位，本當是作為屬於「持存」與「前攝」的相位之界限相位，但為何更確切

地說卻是作為屬於「諸持存連續性」與「諸前攝連續性」的相位之界限相位？在

後來的《被動綜合解析》裡，我們便可發現胡塞爾對此二問題的進一步說明，但

卻是以「原始源初現前」之「持存/原始印象/前攝」為例來進行說明的。首先，

所 謂 「 原 始 印 象 」， 就 是 在 每 一 瞬 間 中 不 斷 更 新 之 知 覺 的 瞬 間 純 粹 現 前

（momentane reine Gegenwärtigung），其成就乃是一種於現在模式中新的對象充

實之時間點的原始建立（Urstiftung）；其次，所謂「持存」，則是隸屬於每一知

覺瞬間之剛才出現的再現連續作用（Kontinuen der Vergegenwärtigung），且諸持

存會融合（verschmolzen）成一個持存的統一體，而此一持存的統一體卻在連續

體的每一相位中具有新的模式；最後，所謂「前攝」，乃是藉由持存過程而立即

地且持續地被激起/產生（erregten）之連續地自身轉變的前期待（Vorerwartung）。

而一種儘管晦暗且相對不確定之未來的視域總是被喚起（ist geweckt），或更確切

地說，一種總是更新之被轉變的剛才的「到來的」（kommende）未來持續地被構

成，且無論此種前期待之連續性如何的空洞且不確定，它都不能是完全不確定

的。換言之，「到來者」（Kommenden）的類型（Stil）是藉由剛才過去的東西而

被先行勾畫的/規定的（ist vorgezeichnet），也即一種經由第一階段持存而被向前

拋擲（vorwirft）作為第二階段（zweiter Stufe）的影子（Schatten）。此處確有一

原始的法則，即早在沒有主動自我的共同參與（Mitbeteiligung）之純粹被動性中，

每一持存過程就已立即地且持續地在類型類似性（Stilähnlichkeit）的意義中動機

產生了有所規定的前期待，且一切前期待也已能夠或是實現（erfüllen），或是失

望（enttäuschen）了77。 
 當然，上述以「原始源初現前」之「持存/原始印象/前攝」為例所進行的說

明描述，確實也可經由將「原始源初現前」模式轉換為「現前」模式而一般地適

用於「現前」之「持存/印象/前攝」的描述說明，但對此我們則無需再多所費言。

反倒從上述的討論中，我們似乎發現了一種極為特殊重要的東西，因為，不論隸

屬於知覺瞬間之剛才出現的「再現連續作用」的「持存」或更確切地說「諸持存

連續性」，還是藉由持存過程而立即地且持續地「被激起/產生/喚起」之連續地自

身轉變的「前攝」或更確切地說「諸前攝連續性」，那種在此中提供「再現連續

作用」與「被激起/產生/喚起」作用的發生根據，除了類似於「回顧再現」與「前

                                                 
76 參見IdeenⅠ:161-6。 
77 參見Passiven Synthesis:3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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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現」那裡所必需的「聯想」之外，還能是別的什麼東西嗎？！實情也確乎如此，

胡塞爾即曾在後來的《C手稿》中證實表明了這一點，他指出，「原始源初現前」

是 一 種 通 過 「 聯 想 」 而 來 之 持 續 的 統 一 性 - 構 成 作 用 （ beständiges 
Einheit-Konstituieren），而「聯想」，作為持續的「原始源初的流動」（ständiges 
uroriginales Strömen），則是在不同的方面中貫通的融合連續性（in verschiedener 
Hinsicht durchgehede Kontinuität der Verschmelzung），甚至更確切而言，所有的「聯

想」，都在帶有這種「聯想」，即「原始聯想」（Urassoziation），即「流動的共同

存在」（strömender Koexistenz）之原始樣態的（urmodalen）、原始的（urtümlichen）

流動現前的統一體中具有其發生根據的處所（Stätte）78。至此，我們總算初步理

解到，過去所提之「原始感性」在一切「統覺」活動以前就已形成了一種「感覺

統一體」的真正成因，原來作為「原始感性」的「感覺」活動，本身就是由「原

始聯想」所連續統一化之「原始源初現前」，且也正因為「原始源初現前」本身

就是「被動感性意識」最低階段的「感覺」活動，故而胡塞爾才會強調整個關於

「原始源初現前」領域的探究觀察，真實說來無非就是針對整個「感覺諸材料」

（Empfindungsdaten）領域，或即「質素」領域（hyletische Sphäre）所進行的，

換言之，對這種「原始源初領域」的被動發生歷史的回溯探究，當不僅涉及「形

式」（Form）的方面，更將涉及「內容」（Inhalt）的方面79。 
歷經了上述關於作為「自我-意識」的「發生的普遍形式」之「內在時間意

識」的初步探討，我們於是清楚地理解到，一般說來，在不考慮那些與不同種類

與層次階段的「自我-意識」的一般特性可能相互交錯的諸多細節的情形下，「意

識之內在時間化的基本發生結構」，無非是由兩大時間意識種類所組成，一個是

較為核心的「現前」時間意識種類，即「剛才現前的持存/瞬間現前的印象或想

像/即刻現前的前攝」，另一個則是由「現前」時間意識種類所派生出來較為外圍

的「再現」時間意識種類，即以「現前」為其核心之「過去的回顧再現/現在的

現前/未來的前再現」，而正是作為「現前」時間意識所具有的較為核心環節的時

間領域（剛才/瞬間/即刻）與作為「再現」時間意識所具有的較為外圍環節的時

間領域（過去/現在/未來）此二時間領域環節，才得以進而連續地展開意識內在

時間化之普遍時間形式的基本可能向度，一個基本可能向度是從一個「現前」的

「現在」到下一個「現前」的「現在」，再從下一個「現前」的「現在」到更下

一個「現前」的「現在」……如此等等，也即在「現前」的連續非跳躍體驗中之

時間向度的開展；另一個基本可能向度則是從一個「現前」的「現在」到一個「回

顧再現」的「過去」，再從這一個「回顧再現」的「過去」到更下一個「回顧再

現」的「過去」，或一個「前再現」的「未來」，再從這更下一個「回顧再現」的

「過去」到又更下一個「回顧再現」的「過去」或另一個「前再現」的「未來」……
如此等等，也即以一個「現前」的體驗作為開始，然後在「再現」的連續跳躍體

驗中之時間向度的開展。其次，不論其作為「現前」還是作為「再現」，亦不論

                                                 
78 參見C-Manuskripte:134、295。 
79 分別參見IdeenⅡ:336-7；C-Manuskripte:2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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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以哪一種基本可能向度來連續地得到開展，「意識之內在時間化」（immanente 
Zeitigung），無非都是根據「聯想」才得以真正發生形成的！我們因而方才明白，

為何胡塞爾會於《被動綜合解析》裡強調，發生的原始諸法則就是源初時間意識

的 諸 法 則 （ Urgesetze der Genesis sind die Gesetze des ursprünglichen 
Zeitbewußtseins）80，又於《笛卡爾沈思錄》中指出，時間是作為一切自我論的

發生之普遍形式（Universalform aller egologischen Genesis），聯想則是作為被動

發生的原則（Prinzip der passiven Genesis）81。 
至此，關於「意識之內在時間化的基本發生結構」之初步探究的工作，大體

已算是可告一段落。但是，若我們另行再補充性地針對為我們所刻意省略之關於

「意識之內在時間化」與不同種類與層次階段的「自我-意識」的一般特性相互

交錯的可能情形中的至為重要者有所關注時，便會發現到以下幾個不應省略之相

互交錯的重要環節。第一個重要環節是發生在「意識之內在時間化」與「意識之

主被動性層級階段」的相互交錯的可能情形中，尤其是「主動性意識之內在時間

化」與「被動性意識之內在時間化」間的相互關聯的問題。就此，我們首先能夠

想及的東西，無非就是主動性意識與被動性意識動機化的相互關聯，必然是在一

個主動層次與另一個被動層次、一個階段與另一個階段「緊密相扣」的情形中發

生的，且此等緊密相扣也必然意味著，被緊密相扣的兩個意識層次、兩個意識階

段，在「緊密相扣的持續時段」中必然是「同時發生」的（雖說較低層次階段的

意識本質必然地先行於較高層次階段的意識而發生），而這種「同時發生」之所

以可能，無非又必然意味著，緊密相扣之「較低層次階段的意識」與「較高層次

階段的意識」必然具有「相同的時間」，因而也即必然具有「相同的意識之內在

時間化的基本發生結構」！而緊密相扣之「較低層次階段的意識」與「較高層次

階段的意識」必然具有「相同的意識之內在時間化的基本發生結構」之所以可能，

若按《被動綜合解析》裡的看法，無非又在於此一根據，也即，通過「聯想」（此

處確切而言當包含有「原始聯想」），構成成就（konstitutive Leistung）能環繞著

「統覺」的所有諸階段而擴展（erweitern sich…um）82，甚至按先前的研究，就

連先行於一切「統覺」之「感覺」與「聯想」的活動階段，也有著通過「聯想」

（此處確切而言也當包含有「原始聯想」）而來之環繞擴展的構成成就，或一如

我們過去所說，「意識之內在時間化的基本發生結構」是適用於任何意識層級階

段的！於是，我們不難進而理解到，從「被動感性意識」最低階段之「原始感性」，

到「被動感性意識」較高階段的「聯想」，再到「被動感性意識」最高階段的「激

發」，然後轉進「主動理性意識」最低階段之「注意朝向」，再上升至「主動理性

意識」較高階段之「採取設定」等等，這整個動機化系列過程中的每一層次階段

的意識，不僅在與前一較低層次階段的意識或後一較高層次階段的意識之「緊密

相扣的持續時段」中必然是「同時發生」的，且因而必然具有「相同的時間」，

                                                 
80 參見Passiven Synthesis:344。 
81 分別參見Meditationen:§37、§39。 
82 參見Passiven Synthesis: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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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正如胡塞爾於《內在時間意識現象學》所說，它們統統都參與在「同一個

時間流」之中（an demselben Zeitfluß mitbeteiligt ist）83，不過，這顯然絕非是說，

它們統統都是「同時發生」的。 
然而，同樣顯然的是，這也絕非是說，上述屬於「現實構成意識」之被動到

主動發生歷程中的每一層次階段的意識，都總是動機化地持續參與在「同一個時

間流」中，因為，正如我們已認識到的，被動「激發」以上的任一層次階段的意

識，都有可能因為經受了相應層次階段的「中性變樣」（被動的中性變樣或主動

的中性變樣），而轉變成在「虛擬（彷彿）/中性設定」模式中的對應變樣，也即

被動「激發」以上的任一層次階段的「想像/中性意識」。這因而就涉及了第二個

重要環節，也即是發生在「意識之內在時間化」與「意識之設定或中性（虛擬）

設定種類」的相互交錯的可能情形中，尤其是「設定意識之內在時間化」與「中

性（虛擬）設定意識之內在時間化」間的「相互區分」以及「相互關聯」的問題。

若先就「相互區分」的前一方面而論，胡塞爾在《經驗與判斷》裡即曾作過這樣

的表示，「設定意識」，作為「連繫的直觀」（zusammenhängende Anschauung）只

具有一種唯一的時間序列（eine einzige Zeitreihe），並且，這種唯一時間序列中

的任一個時間位置（Zeitstelle），都是一個絕對固定的時間位置（absolute feste 
Zeitlage），因此，各式各樣「設定意識」所各自隸屬的諸時間位置，最終都將被

嵌入於一個唯一時間連續性或序列之中84。但是，經受了相應層次階段的「中性

變樣」而來之在「虛擬（彷彿）/中性設定」模式中的「想像/中性意識」，不論它

是被動「激發」以上的任一層次階段的「想像/中性意識」，甚或是由這些「想像

/中性意識」習慣沈積後被聯想喚起而來之「想像/中性意識」（此中當然也包括有

屬「聯想」層次階段的「想像 /中性意識」），它都是一種「非連繫的直觀」

（unzusammenhängende Anschauung），因而它可具有無限多的「虛擬/想像時間序

列」（Quasi/Einbildungs-Zeitreihen），且雖說每一個虛擬/想像時間連續性或序列

中的諸虛擬/想像時間位置，確實也具有其前後相對關係，然絕不可能與另一個

虛擬/想像時間連續性或序列中的諸虛擬/想像時間位置具有任何固定連繫，同樣

的，任兩個虛擬/想像時間連續性或序列，也是不可能具有任何固定連繫的85。既

然作為「連繫的直觀」之「設定意識」與作為「非連繫的直觀」之「想像/中性

意識」，出於各自所具之「現實時間性」與「虛擬/想像時間性」相互間的不可連

繫而根本不具相互關聯的可能，那麼，我們還需要再討論所謂「相互關聯」這後

一方面的問題嗎！？其實，這樣的問題不是老早就被我們所仔細地探討過了，當

時我們為了探究「自由想像/虛構的變更補充」此一極其特殊且重要的根本功能，

故而探問起那種作為「想像意識」與「知覺意識」兩者間密切連續的相互聯合活

動究竟「如何可能」的問題，而當時，我們也確已認識到，正是一種「知覺的想

像」（perzeptive Phantasie），亦即一種「想像入」（Hineinphantasieren）的意向體

                                                 
83 參見Inneren Zeitbewußtseins:72。 
84 參見Erfahrung und Urteil:190-2。 
85 參見Erfahrung und Urteil:195-6、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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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活動，其通過想像轉變（Umfingieren）而將知覺的想像/虛構東西置放於/入
（ansetzen /hineinsetzen...in）知覺設定的意向體驗之中，乃至於置放於 /入

（ansetzen /hineinsetzen...über）知覺設定的意向體驗之上而掩蓋了（überdecken）

知覺設定的意向體驗，於是「想像意識」與「知覺意識」間相互包含之連結混合

似乎就有了可能，且由於「知覺的想像」始終未完全脫離於「知覺意識」，且最

終畢竟仍連結混合於「知覺意識」，故而才能形成一種以知覺為根基、想像為補

充之「混合的」（gemischte）意向體驗。不過，當時的探究，卻是在既對「被動

感性意識」完全缺乏理解，又對「意識之內在時間化」一知半解的情形下所進行

的，有鑑於此，我們當今不可免地就必需嘗試將過去的理解更加深化，以求對其

能有更為徹底的認識！ 
然而，過去的理解雖說不夠深入，但卻不表示其中不存在任何能使我們得以

繼續深入的引導線索。因為，一旦我們再次回到此處新獲致的理解成果上，我們

便會很快發現到，雖然「設定意識」之「現實時間性」與「想像/中性意識」之

「虛擬/想像時間性」相互間確實是「不具有固定連繫」的，但這不表示具有「虛

擬/想像時間性」之「想像/中性意識」不能對具有「現實時間性」之「設定意識」

進行「混合地補充掩蓋」！而胡塞爾，也正是就此意義而於《經驗與判斷》中進

一步指出，確實有一種最廣義概念上的「直觀統一性」（Einheit der Anschauung），

其甚至可以將如此一種「直觀統一性」包括其中，即那種在聯想的基礎上（auf 
Grund der Assoziation）所發生形成之「知覺直觀」與「想像直觀」的直觀統一化

/聯合（anschauliche Einigung von Wahrnehmungs- und Phantasieanschauung），或換

言之，也就是那種在「知覺現前/回憶再現」與其所聯想喚起而來的「想像再現」

之間所發生形成之直觀統一化/聯合86。不過，我們既已從「靜態的統覺」追溯到

其後頭「統覺的發生」，又已從「注意前景的主動理性」深掘至「被動感性的潛

在背景」，甚至更進而發現了「意識之內在時間化的基本發生結構」，那麼，又如

何能滿足於停留在這樣一種概略的說明之上呢？！我們至少要再進一步，再進一

步針對這種「知覺意識」與「想像意識」之直觀統一化/聯合進行探問，究竟其

「如何」在「意識之內在時間化的基本發生結構」中聯想喚起地進而發生形成？ 
在此，我們首先要確立的便是關於這樣的認識，不論是「現前」意識，還是

作為「再次-現前」的「再現」意識，只要它們被聯想地喚起而來，那麼它們都

會在「現在的現前」領域中出現，也正因此，喚起者與被喚起者才能發生交疊地

符合綜合。因而，不論是「知覺意識」（可以是「知覺現前」，也可以是作為「回

憶再次-現前」的「回憶再現」），還是「想像意識」（作為「想像再次-現前」的

「想像再現」），它們都可以或是與各自意識種類或是與彼此意識種類在「現在的

現前」領域中發生交疊地符合綜合，只是「知覺意識」與各自意識種類所發生交

疊地符合綜合是具有固定連繫的，而「想像意識」與各自意識種類所發生交疊地

符合綜合，在屬同一個連續想像意識流的情形中或許也可說是「具有相對連繫

的」，在非屬同一個連續想像意識流的情形中則必定是非連繫的，至於「知覺意

                                                 
86 參見Erfahrung und Urteil:§4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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識」與「想像意識」彼此所發生交疊地符合綜合——即《經驗與判斷》曾述及的

觀點，即那種現實東西（Wirkliches）與非現實東西（Unwirkliches）間或許可說

是彼此「符合的」（konform）87——顯然也是非連繫的。然而，也正是在上述那

些關乎「想像意識」的聯想喚起而來之「非連繫的」交疊地符合綜合活動中，才

為「意識的自由變更」提供了真正的動機可能性。 
其次，我們則必需更進一步來考量，那些關乎「想像意識」的聯想喚起而來

之「非連繫的」交疊地符合綜合活動，甚至更確切地說，那些「本身」無非就是

作為「意識的自由變更」的活動，究竟是「如何」在「現前」與作為「再次-現
前」的「再現」之間發生進行的？於是，我們即刻便想起了過去對「想像意識」

（包含「純然的想像」與「知覺的想像」）進行探究已獲致的理解內容，基本上，

當時我們是將「想像意識」一般地理解作為「中性化設定再現意識」或「再現的

中性意識」，但如今問題是，此等以「再現」方式而發生形成的「想像再現」，究

竟是於「回顧再現」中發生形成，抑或是於「前再現」中發生形成？過去，由於

一方面，「想像再現」最初總是基於「回憶回顧再現」而來，二方面，由「知覺

的想像」之「自由想像/虛構的變更補充」所產生出作為充分理想可能性之事物

的「同一化的本身（本質/觀念）」，卻總是被胡塞爾強調為在「回憶再現」中才

能完成的東西，故而，我們確實很容易就傾向於認為，「想像再現」是屬於「回

顧再現」的意識領域的。然而，「回顧再現」，按其本質無非就是將過去曾經存在

的東西再次「單純重複地」聯想喚起到現在的現前領域中的意識，那麼，它除了

能再次「單純重複地」聯想喚起那些過去已被意識所認識把握了的東西之外，它

真能夠擔負起再次「重複自由變更地」聯想喚起那些過去可能不曾被意識所認識

把握的東西嗎？！不能，肯定不能！這是如此顯明的道理！由此看來，「想像再

現」似乎又僅只能是屬於「前再現」的意識領域的。關於這樣的看法，我們至少

早在《被動綜合解析》時期就可以有所發現了，雖說當時，胡塞爾似乎還未完全

確立這樣的觀點，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一方面大量地討論，事物如何在「持

存」中就開始了其同一化的過程88，但唯有進入到「回顧再現」的意識階段中，

「同一化的事物本身」的認識把握才得已被真正完成，且他一再強調，這無非是

因為，唯有「回顧再現」意識才真正具有著「重複/再次認識」（Wiederzuerkennen）

的能力89！然而，我們卻在另一方面（雖說是份量極少的另一方面），也看到了

胡塞爾已開始考量起「前再現」所具之極其特殊的能力，他雖也說「前再現」必

需基於「回顧再現」而被聯想喚起而來90，但卻更加強調，那些前攝地合於「前

再現」的前射（vorstrahlend）的東西，將喚起「組態的前形象」（Vorbild dieser 
Konfiguration ）， 並 讓 它 被 「 前 再 現 」， 且 藉 此 組 態 的 結 成 / 湊 集

（Zusammenschießen），將再次地（wieder）有助於成為充實（Erfüllung）！且同

時還強調，「前再現」的組態形成，雖與「回顧再現」的組態形成有其相同處，

                                                 
87 參見Erfahrung und Urteil:197。 
88 關於這一點，胡塞爾於《貝瑙爾手稿》裡也有提及。參見Bernauer Manuskripte:325。 
89 參見Passiven Synthesis:171、281-註)1、326-7、429-30。 
90 參見Passiven Synthesis:187-8、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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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根本的差異即在於「前再現」可以選擇性地支配（auswählend walten）其組態

的形成91。在《被動綜合解析》時期，胡塞爾對此二方面似乎尚未完全取得清楚

確立的觀點，但到後來的《經驗與判斷》，胡塞爾就非常明確地將「想像再現」

的「自由變更」活動歸屬於「前再現」的意識領域了，並且還將其「選擇的支配」

視作是「隨意的」（beliebig）！若更仔細而言，「想像再現」首先可以直接從「回

顧再現」那裡間接地獲得事物的「原始形象」（Urbild），不論是經由「設定回顧

再現的中性變樣」或「中性回顧再現的中性變樣」——至今我們從未適時地指明，

既然據過去研究甚至連「中性意識」也是可被「中性變樣」的，那麼經由「中性

再現意識的中性變樣」而來之「中性化中性再現意識」，似乎也就可被歸屬為一

種「想像意識」了——而來，簡言之即經由「回顧再現的中性變樣」而來（若以

「知覺的想像」活動為例，此階段的「想像再現」即過去所說的那種經由「回憶

的中性變樣」而來之作為「中性化回憶」的「想像」），還是經由「中性意識的回

顧再現」而來，其次，「想像再現」還可在聯想喚起中隨意變更地將「中性的」

回顧再現的過去「原始形象」向前拋擲，使其成為「前再現」中未來的「前形象」

（Vorbild）（若以「知覺的想像」活動為例，此階段的「想像再現」即過去所說

那種經由「中性化回憶的再現」而來之作為「再現的中性化回憶」的「想像」），

而這個「前形象」，對一種「變形東西」的開放無限多樣性之生產（Erzeugung einer 
offen endlosen Mannigfaltigkeit von Varianten ） 而 言 ， 則 是 作 為 起 始 環 節

（Ausgangsglied）之「引導性的前形象」（leitend Vorbild），然後，「想像再現」

則能在聯想喚起中隨意變更地將這「引導性的前形象」再向前拋擲，使其成為「前

再現」中未來的類似的第二個「前形象」（若以「知覺的想像」活動為例，此階

段的「想像再現」即過去所說那種經由「中性化回憶的再現之再現」而來之作為

「再現之再現的中性化回憶」的「想像」），或相較於第一個「引導性的前形象」，

可把它稱作「隨後形象」（Nachbild），然後，「想像再現」又能在聯想喚起中隨

意變更地將這第一個「隨後形象」再向前拋擲，使其成為「前再現」中未來的類

似的第二個「隨後形象」（若以「知覺的想像」活動為例，此階段的「想像再現」

即過去所說那種經由「中性化回憶的再現的再現之再現」而來之作為「再現之再

現的再現的中性化回憶」的「想像」），然後，再有第三個「隨後形象」、第四個

「隨後形象」……如此等等繼續下去，而從這第一個作為起始環節的「引導性的

前形象」，到後來一系列類似的「諸隨後形象」，就形成了一種「類似諸形象」連

續地隨意變更的過程，不過，在這一系列「類似諸變形」中，卻貫通地存在有一

個作為必然的一般形式（notwendige allgemeine Form）之「不變形的東西」

（Invariante），而當我們對諸變形的差異視為等同時，這個「不變形的東西」就

會自身突顯作為「一個絕對同一的東西」（ein absolut Identisches）92。於是，我

們一方面清楚地看到了，擔負起再次「重複自由變更地」聯想喚起那些過去可能

不曾被意識所認識把握東西功能之「想像再現」，似乎總是歸屬於「前再現」之

                                                 
91 參見Passiven Synthesis:190-1、428、428-註)1。 
92 參見Erfahrung und Urteil:§87-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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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來的「可能性」意識領域中的，甚至基於此「想像再現」而來擔負起再次「重

複自由變更地」聯想喚起那些過去可能不曾被意識所認識把握東西功能之「想像

再現」，似乎也總是歸屬於「前再現」的「前再現」之未來的「可能性」意識領

域中的，乃至於再基於此「想像再現」而來擔負起再次「重複自由變更地」聯想

喚起那些過去可能不曾被意識所認識把握東西功能之「想像再現」，似乎也總是

歸屬於「前再現」的「前再現」的「前再現」之未來的「可能性」意識領域中的……
如此等等（因此也同時理解到，似乎並非每一「前再現」都必需由「回顧再現」

聯想喚起而來，「前再現」似乎也可以由「前再現」聯想喚起而來）。而另一方面，

我們也清楚地看到，那些作為「想像再現」的「前再現」所先行預設之「回顧再

現」，則是經由「回顧再現的中性變樣」而來之「中性化回顧再現」，或是經由「中

性意識的回顧再現」而來之「中性的回顧再現（回顧再現的中性意識）」，換句換

說，它們作為「想像再現」的「回顧再現」，前者是經由再次「單純重複地」聯

想喚起那些過去已被意識所認識把握的東西之中性變樣而來，後者是經由再次

「單純重複地」聯想喚起那些過去已被中性意識所認識把握的中性東西而來。不

過在此我們仍需注意，上述將「想像自由/隨意變更」過程中的一系列聯想喚起

而來的活動，單純視為前一個「前再現」緊接著後一個「前再現」而發生的看法，

無論如何都僅是在一種簡化的情形中所觀察而得的結果，因為，我們從未考量聯

想喚起而來的系列可能會出現延遲或甚至完全中斷的情形，在這樣的情形下，我

們確實可能通過對一個「剛才過去」或「已經過去」作為「想像再現」的「前再

現」，所進行的某種「單純重複地」再次-把握，而接連上先前的「想像自由/隨
意變更」過程而繼續進行，而這種對一個「剛才過去」或「已經過去」作為「想

像再現」的「前再現」，所進行的某種「單純重複地」再次-把握，若不歸屬於前

面那種經由「中性意識的回顧再現」而來之「中性的回顧再現（回顧再現的中性

意識）」，它還能歸屬於別的什麼嗎？！至此我們於是可知，真正說來，「想像再

現」（「想像意識」）必需被清楚地區分為兩種，一種是作為「前再現」的「想像

再現」，也就是那種能夠再次「重複自由變更」之「前再現的想像再現」，而另一

種則是作為「回顧再現」的「想像再現」，其要麼是能夠再次「單純重複」而「中

性變樣」之「回顧再現的想像再現」，要麼是能夠再次「單純重複」之「回顧再

現的想像再現」。此外，我們也應不難進而認識理解到，任何「想像自由/隨意變

更」連續過程中的每一階段作為「前再現」的「想像再現」，似乎都有著與其他

階段作為「前再現」的「想像再現」完全不同的「想像時間性」，換言之，它們

雖同屬一個連續想像自由/隨意變更的過程，卻不同屬一個想像的連續體驗流，

故而它們彼此間也都是非連繫的，但無論如何，這些差異都不會真正阻礙它們彼

此在「現在的現前」領域中交疊地符合綜合的活動。且類似地，任何「想像自由

/隨意變更」連續過程中的「第一」階段作為「前再現」的「想像再現」，雖說與

其所相應先行預設之作為「回顧再現」的「想像再現」似乎也有著完全不同的「想

像時間性」，也即是說，兩者並不同屬一個想像的連續體驗流，故彼此間也是非

連繫的，但這種差異也不會阻礙兩者彼此在「現在的現前」領域中交疊地符合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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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活動。乃至於類似地，作為「回顧再現」的「想像再現」，雖說與其所相應

先行預設之「中性變樣前的設定回顧再現意識-設定現前意識」或「中性變樣前

的中性回顧再現意識-中性現前意識」或「回顧再現前的中性現前意識」似乎也

有著完全不同的「時間性種類（想像時間性/現實時間性）」或「想像時間性」或

「想像時間性」，也就是說，它們並不同屬一個意識種類或想像或想像的連續體

驗流，故彼此間也都是非連繫的，但這些差異也並不會阻礙它們彼此在「現在的

現前」領域中交疊地符合綜合的活動。 
 至此，我們已嘗試初步地從「意識之內在時間化的基本發生結構」來對「自

由想像/虛構的變更補充」作出了更為深入的說明，因此，我們對此一攸關「主

觀意識如何能充分地真正認識客觀事物之同一化的本身（本質/觀念）」之決定性

的意識功能成就，便有了根本重要的深入理解把握。並且，這種決定性的意識功

能成就，隨後很快地也會在以下這些重要課題方面顯示出其至關重要性，因為，

不論是先前對「世界客觀實在/本質超越性」、「作為內在客觀中性超越性的„世界

客觀實在/本質超越性“」，或對作為「內在客觀設定/中性超越性」之「自我-主動

理性意識（注意前景意識）」、「自我-被動感性意識（潛在背景意識）」、「意識內

在時間化的基本發生結構」等等的認識把握，還是之後對即將深入探究的「超驗

他者或超驗主體間性的構成」，乃至於最終對「超驗/原始/絕對自我」的還原追溯

等等，統統都需要「自由想像/虛構的變更補充之極限化的認識固定」！ 
 
第四節 超驗主體間性（超驗他者）的構成 
 
 不僅為了徹底理解「普遍懸擱」，更為了徹底理解“意向對象＂或“意向對

象全體/世界＂的悖論與人類/人的主體性悖論，我們繼「靜態現象學式」第一階

段的深入觀察之後，現又初步地完成了「發生現象學式」第二階段的深入考察。

這種對「自我-意識」發生歷史之更加完整而深入的追溯，確實讓我們清楚地看

到，原來此等悖論可能性都有其自較低層級的「被動感性意識」（潛在背景意識）

逐漸發展到較高層級的「主動理性意識」（注意前景意識）之發生歷程。也正因

此，我們便可首先進而理解到，過去那種以「靜態統覺」所認識把握的此等悖論，

都只是「已完成的」可能諸悖論形態，而它們所涉及的意識層級，大抵也僅限於

「主動理性意識」（注意前景意識）的領域，然而，一旦我們將觀察的目光深入

「被動感性意識」（潛在背景意識）的層級，我們便會發現，那些在意識較高層

級中的可能諸悖論形態，其實在較低意識層級裡都早已先行形成了「可能諸前悖

論的形態」，且在這「已完成的」可能諸悖論形態與「可能諸前悖論的形態」之

間所存在的成因差異，則無非就取決於這樣的根據，也即：雖說唯有「主動客觀

化（對象化）的意識活動」才真正「構成」了「客體（對象）」，但「被動前客觀

化（前對象化）的意識活動」，卻早已先行發生地「前構成」了「前客體（前對

象）」。 
其次，隨著系統性地深入探究了「被動感性意識」各種類階段的本質功能特

 136



 

性後，我們再次證實了過去僅在部分地深入於潛在背景意識的情形中而對「普遍

懸擱」所作出的初步理解是完全正確的，因而過去藉由「普遍懸擱」來解決“意

向對象＂或“意向對象全體/世界＂的悖論與人類/人的主體性悖論之說明，迄今

仍然保持著其全部有效性。並且，由於「普遍懸擱」所涵蓋涉及的意識深度，一

直以來，都被我們理解為是潛在背景意識中的「引動行為」層次，也即作為「被

動/原始意見」之「刺激趨向的激發」層次，故而，雖說現在我們已發現了那些

在較低意識層級中的「可能諸前悖論的形態」，但因與這些前悖論相互關聯之主

觀意識的被動構成活動，不是別的什麼東西，它正是作為「被動/原始意見」之

「刺激趨向的激發」，所以，這些於潛在背景意識層級中的諸前悖論，也同樣可

以經由「普遍懸擱」而獲得其解決/可理解性。 
然而，由於一方面，正如我們過去所多次強調，對世界或世界中的存在事物

所進行的意識主觀構成活動，確切說來，都已是一種意識主體間的共同構成活動

了，那麼很顯然的，對“意向對象＂或“意向對象全體/世界＂的悖論與人類/人
的主體性悖論之真正徹底的理解，是不能忽略「主體間意識共同化的構成認識如

何可能」此一重要環節課題的，而另一方面，也如我們先前已初步地預備說明過，

這種「主體間意識共同化的構成認識如何可能」的問題，其實內藏有比“意向對

象＂或“意向對象全體/世界＂的悖論與人類/人的主體性悖論更為深層之不可理

解的東西，亦即所謂內在之意向對象的悖論以及超驗主體性的悖論，有鑑於此，

我們無論如何都必需再進一步深入探究「主體間意識共同化的構成認識如何可

能」的問題，以求在這兩方面上都能獲致其真正的可理解性，當然，這最終也就

無非意味著要求真正徹底解決「客觀存在性究竟如何能無悖論地被主觀地認識」

此一非比尋常之謎。 
其實，「主體間意識共同化的構成認識如何可能」的問題，對我們一直以來

所進行的探究工作來說，確實已不再是什麼特別隱秘而難以捉摸的東西，只是我

們過去為了簡化問題的艱難程度，選擇性地將之略而不提罷了。而現今，若按胡

塞爾的看法，其實「自我-意識」不管是對世界或世界中的存在事物進行超越的

構成認識，還是對意識內在領域中的存在東西進行內在的構成認識，其實都已或

是主動地或是被動地伴隨著「他我-意識」的「共同諸構成活動」（Mitkonstitutionen）

了。這因而意味著，「主體間的共同構成認識」，絕非在「主動理性意識」領域中

才有其運作（即「主體間的共同主動理性構成活動」），確切而言，應說在作為「主

動理性意識」領域較低基底之「被動感性意識」領域裡就已先行發生（即「主體

間的共同被動感性構成活動」），若據胡塞爾在《觀念二》中的看法，甚至早在作

為「被動感性意識」最低階段之「原始感性」——因而即我們先前所言由「原始

聯想」所連續統一化之「原始源初（生動）現前」——的規則化（Regelung）中，

就已經伴隨地具有「主體間的同感作用」（intersubjektive Einfühlung）93。但於此，

姑且先不論這「被動感性意識」最低階段領域周圍所發生的情形究竟怎麼回事，

我們欲首先加以深究的，卻是作為「主體間意識共同化的構成認識（主體間的同

                                                 
93 參見IdeenⅡ: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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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作用）」所以可能之更為先行的條件，即如我們過去早有提示作為主體間意識

共同化的構成認識的共同主觀基礎之「超驗主體間性」究竟「如何」得以形成此

一根本重要的問題。 
但是，由於一方面，作為主體間意識共同化的構成認識的共同主觀基礎之「超

驗主體間性」，不論其所涉範圍或廣或狹，其「共同化」之最初且最低的階段（erste 
und niederste Stufe der Vergemeinschaftung），畢竟起自「超驗自我-諸意識（超驗

自我主體）」與「超驗他我-諸意識（超驗他我主體）」兩者間的相互「共同化」，

而在另一方面，據我們過去從《危機》所得知的相關見解而更進一步看來，此處

這種最初且最低階段的「共同化」，則又無非意味著，「超驗自我-諸意識（超驗

自我主體）」總是已經先行地從自身出發且在自身中（von sich aus und in sich），

以 一 種 超 驗 的 「 同 感 作 用 」 — — 也 即 一 種 超 驗 的 對 他 者 的 知 覺

（Fremdwahrnehmung/ Wahrnehmung eines Anderen），或說一種超驗的對其他自

我的知覺（Wahrnehmung eines anderen Ich）——首先構成了「超驗他我-諸意識

（超驗他我主體）」，進而才形成了「兩個超驗自我-諸意識（兩個超驗自我主體）」

間的相互「共同化」，乃至於最後得以形成作為「諸超驗自我-諸意識的普遍體（諸

超驗自我主體的普遍體）」之「普遍的超驗主體間性」，於是可知，無論是「主體

間意識共同化的構成認識（主體間的同感作用）如何可能」此一重要環節問題，

還是作為其所以可能之更為先行的條件，即「作為主體間意識共同化的構成認識

的共同主觀基礎之超驗主體間性究竟如何得以形成」此一根本重要問題，最終無

非都要歸於這樣一個基本核心問題：「超驗自我-諸意識（超驗自我主體）」「如何」

總是已經先行地從自身出發且在自身中，以一種超驗的「同感作用」（即一種超

驗的對他者的知覺/對其他自我的知覺）首先構成了「超驗他我-諸意識（超驗他

我主體）」，並進而形成了「兩個超驗自我-諸意識（兩個超驗自我主體）」間的相

互「共同化」？ 
然而，究竟所謂超驗的「同感作用」（或即一種超驗的對他者的知覺/對其他

自我的知覺）「是什麼」且「如何如其所是」？在此，一個值得我們首先作為理

解線索的，便是按胡塞爾於《危機》裡的相關簡短談論而更進一步予以統合表述

的看法：通過「離開-現前」（Ent-Gegenwärtigung）（通過回憶），「自我-自身時間

化」（Ich-Selbstzeitigung）在我的「消除-陌生」（Ent-Fremdung）中具有其類似東

西（Analogie），而「消除-陌生」，作為一種較高階段的「離開-現前」，即無非正

是將「自我-呈現」（Ich-Präsenz）轉變為「一種純然再現的其他的自我-呈現」（eine 
bloß vergegenwärtigte andere Ich-Präsenz ） — — 作 為 「 共 同 呈 現 的 」（ als 
kompräsent）——之「同感作用」94。但是，如此一個簡短的表述，卻要將我們

引向稍早的《笛卡爾沈思錄》與或是稍早甚或差不多同一時期的《主體間性的現

象學第三部》，因為在這兩本著作裡頭，我們方能完整地發現胡塞爾對超驗的「同

感作用」（或即一種超驗的對他者的知覺/對其他自我的知覺）「是什麼」且「如

何如其所是」之要求徹底理解的沈思努力。 

                                                 
94 參見Krisis: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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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必需特別注意，在此應該避免將往後的整個探索重又誤解成一種可由自

然反思而來的認識成就，正如我們曾在相關的預備性討論中早已提示的，在超驗

現象學的方法進路中，一切有關「主體間共同化」問題的真正本質性探究，同樣

唯有在「普遍懸擱」的徹底實行中才能獲得其開展，這也即是說，才能真正擺脫

自然實在的理所當然態度所對之先行存在的世界基礎，而在一種“作為世界的諸

自然實在現象普遍體＂的全新轉變的基礎上，以「超驗的記憶（回憶）」對「主

體間共同化」問題進行一種自由且內在的超驗反思的本質性回溯探究。基於上述

理由，我們便不難進而理解到，為何於稍早的《笛卡爾沈思錄》裡，胡塞爾會以

由一種特有懸擱而來的「屬己性還原」（Eigenheitsreduktion）95——即「對屬己

性領域的超驗經驗之還原」（Reduktion der transzendentalen Erfahrung auf die 
Eigenheitssphäre）96——作為探討「主體間共同化」諸問題的必要方法前提，並

且強調，通過這種向我的超驗屬己領域的還原，或說「向我的超驗具體自我-本
身的還原」（Reduktion auf mein transzendentales konkretes Ich-selbst）97，將會遺

留下一個統一連繫的「現象世界」（確切地應表達為作為純然現象的“現象世

界＂）的層次，而其作為連續一致繼續進行的「世界經驗」（確切地應表達為「超

驗的世界經驗」）的超驗相關項98，則不再是那種懸擱還原前之較高階段的「客

觀世界的超越性」（Transzendenz der objektiven Welt）——其作為第二級的客觀

超越性，並非我的屬己的組成部分，但其卻僅僅在我的屬己性中才能獲得意義

（Sinn）與證實（Bewährung）——，而是被意向地包含在具體自我-本身中，即

在我的單子/單子自我中（in meiner Monade/monadischem ego），或說在我的具體

的屬己性領域中「被還原的原初世界之原初內在超越性」（primordinale immanente 
Transzendenz der reduzierten primordinalen Welt）99。且按胡塞爾的看法，於此，「屬

己性」（Eigenheitlichkeit）無非是作為體驗流的諸實顯性（確切而言應更為一般

地表達為「諸注意性」）與諸潛在性（或說「諸不注意性」）的領域（als die Sphäre 
der Aktualitäten und Potentialitäten des Erlebnisstromes）100，故即先前一直被我們

理解成屬於自我的「諸意識」，而「具體的屬己性」，則是諸體驗構成本身與諸被

體驗構成東西之直接具體統一性（unmittelbare konkrete Einigkeit），故即先前一

直被我們理解成屬於自我之「諸意識-諸意識對象」，至於「我的單子/單子自我」，

其作為具體自我-本身，則進而是自我與諸體驗構成本身與諸被體驗構成東西之

直接具體統一性，故即先前一直被我們理解成「自我-諸意識-諸意識對象」的東

西（因而也就是「具體的超驗主體性」），而這一切，最後無非則要歸因於此一理

據，也即，通過屬己的超驗懸擱還原，確實可以發現，自我與我的純粹意識諸體

驗的流是連結一起的，我的純粹意識諸體驗的流與其所構成的諸意識對象也是連

                                                 
95 參見Meditationen:135。 
96 參見Meditationen:124、126。 
97 參見Meditationen:125。 
98 參見Meditationen:127。 
99 參見Meditationen:135-6。 
100 參見Meditationen: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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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一起的，而正由於上述三者間之不可分離似乎是很顯然的，故後二者應歸屬於

自我的具體性本身101。 
不過，在通過「普遍懸擱」的徹底實行進而正式開始超驗反思地回溯深入「主

體間共同化」問題之前，我們顯然仍有必要作出以下幾點補充說明：通過了屬己

的超驗懸擱還原，我們在超驗態度下確可真實地認識到，第一，自然實在態度所

對之「客觀世界的超越性」，按我們早先的探究理解，是由那種超越於自身所屬

具體意識流而朝向世界諸對象的「諸超越意識」所意向把握的「世界諸超越對

象」，因而其作為「諸超越意識的諸超越對象」並不與「諸超越意識」同屬一個

具體意識流，卻僅被「超越意向地」而「非實項地」（nichtreell）包含於「諸超

越意識」之中，由此可知，「客觀世界的超越性」，作為「諸超越意識的諸超越對

象」，無非是《觀念一》所強調的那種對「具體意識流」而言「全然/絕對超越的

東西」（das schlechthin transzendent），也即「內在不可意識的東西」102，因而作

為「諸超越意識的諸超越對象」之「客觀世界的超越性」，雖說也是「諸意識對

象」，與「諸意識」具有相互的諸關係聯繫，但真正說來卻由於與「諸意識」本

質地可相互獨立分離而不實項地被包含於作為「我的單子/單子自我」的具體自

我-本身之中。第二，超驗態度所對之「被還原的原初世界之原初內在超越性」，

若按我們過去對「普遍懸擱」所將帶來的轉變之理解，其當該是作為諸純然現象

的“客觀世界的超越性＂，然而，一直以來被我們理解為「諸中性內在對象」的

“客觀世界的超越性＂，在《笛卡爾沈思錄》裡又怎會被理解成「被還原的原初

世界之原初內在超越性」？或更加確切地問，據我們迄今的認識，作為「諸中性

內在對象」的“客觀世界的超越性＂，既是由那種朝向內在於自身所屬具體意識

流的諸對象之「諸內在意識」所意向把握的「諸內在對象」，且其作為「諸內在

意識的諸內在對象」，因而與「諸內在意識」同屬一個具體意識流，並被「內在

意向地」且「實項地」（reell）包含於「諸內在意識」之中，與「諸內在意識」

僅能抽象地且本質上非獨立地被分離開來，那麼，它在《笛卡爾沈思錄》裡又怎

會被理解成是內在「超越」的？在此，問題顯然還取決於「超越的」（transzendent）
與「內在的」（immanent）、「實項的」（reell）與「非實項的」（nichtreell）這兩組

概念涵義更為確切的理解。一方面，正如胡塞爾曾於《現象學心理學》裡所強調，

雖嚴格說來只有那種本身不能於內在性領域中出現的東西才被稱作是「絕對超越

的」（absolut transzendent），亦即在真正意義上是「超越的」，但在最廣泛意義上，

每 一 「 意 識 對 象 」， 無 論 是 作 為 「 全 然 / 絕 對 的 超 越 東 西 」（ schlechthin 
Transzendentes）之「超越意識的超越對象」，或是「內在意識的內在對象」，其

相對於其所屬之「意識」則都可說是「超越的」103。而另一方面，按先前的理解，

「內在意識的內在對象」雖說是被「內在意向地」且「實項地」包含於「內在意

識」中的「實項的被包含性」，但真正說來這卻無非僅是一個比喻（相對於被「全

                                                 
101 參見Meditationen:121、134。 
102 參見IdeenⅠ:76-7。 
103 參見Phänomenologische Psychologie:§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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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絕對超越意向地」而「非實項地」包含於「全然/絕對超越意識」中作為「全

然/絕對的超越東西」之「非實項的被包含性」而言的），因為，「內在意識的內

在對象」畢竟歸屬於「意識對象」，而「意識對象」，作為「意識」的「對象」或

「客體」，其合於本質地必然是超越於「意識」本身實項內容之「非實項的被包

含性」。至於「意識」本身所真正具有的「實項內容」，胡塞爾在《觀念一》裡則

將其理解區分為兩個主要的組成層級，其一是質料層次（stoffliche Schicht），其

二是意向作用層次（noetische Schicht），且二者嚴格說來是不可相分離的。其中，

質料層次就是「意識」中之感性的質素（sensuelle Hyle），它們作為具體的意識

諸材料（Bewußtseinsdaten）歸屬於意識諸內容（Bewußtseinsinhalte），而意向作

用層次則是「意識」中之意向的形態（intentionale Morphé），它們作為某種「使

具有生命的」（beseelende）、意義給予的（sinngebende）功能作用，則讓本身不

具任何意向構成特性的感性材料得以與之一同組成「意向體驗」（即「意識」）104。 
經由上述簡短重要的補充說明後，我們再次確認了，《笛卡爾沈思錄》探討

「主體間共同化」諸問題的必要方法前提「屬己性還原」，根本而言與一直以來

作為我們整個探究工作方法前提的「普遍懸擱還原」並無不同，而真正的差別卻

在於過去的探究工作是在為簡化問題艱難程度而省略「主體間共同化」諸問題的

情況下所進行的。既確切理解了此一方法前提關鍵，那麼，就讓我們再次通過「普

遍懸擱還原（屬己性還原）」進而超驗反思地回溯探入「主體間共同化」的諸問

題視域，當然，我們首要地必須先從「同感作用」（或即一種超驗的對他者的知

覺/對其他自我的知覺）「是什麼」且「如何如其所是」此一基本核心問題出發。 
若按胡塞爾於《笛卡爾沈思錄》中的見解，先前據《危機》而得進一步統合

表述之作為將「自我-呈現」轉變為「一種純然再現的其他的自我-呈現」（作為

「共同呈現的」）的「同感作用」，無非正是作為「對他者的經驗的間接意向性」

（mittelbare Intentionalität der Fremderfahrung）之「附現」（Appräsentation）/「類

比統覺」（analogische Apperzeption）105。於此，我們必需首先學著理解，作為「對

他者的經驗」之「同感作用」所以是一種「間接意向性」，即在於雖說它使一種

共同在那的東西被表象（ein Mit da vorstellig macht），但這被表象的共同在那的

東西卻不是本身在那的（nicht selbst da ist），且從來不能成為一種本身-在那的東

西（nie ein Selbst-da werden kann）106，因而它從來不能「直接意向地」使一種

共同在那的「他者」被表象，它僅能「間接意向地」通過將「自我-呈現」轉變

為「一種純然再現的其他的自我-呈現」的方式而「附現」/「類比統覺」「他者」。

然而，作為「對他者的經驗」之「同感作用」究竟「如何」「間接意向地」通過

將「自我-呈現」轉變為「一種純然再現的其他的自我-呈現」的方式而「附現」

/「類比統覺」「他者」呢？ 
對此，胡塞爾於《笛卡爾沈思錄》中所嘗試提出的第一個理解線索便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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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對他者的經驗」之「同感作用」，顯然必需通過將在我的現實的與可能的諸

經驗中「本身在那的形體」「彷彿」理解作為「他者身體」的方式，才能「間接

意向地」構成「他者」107。而正是在這個理解線索中，胡塞爾超驗反思地發現到，

對「本身在那的形體」之現實的與可能的諸經驗會再生地聯想喚起而來一種類似

之歸屬於我的作為在空間中的形體的身體的構成系統的顯現東西108，或我們當該

更確切地具體言之，被再生地聯想喚起而來的東西應是一種類似之「自我」「彷

彿」就在那裡所具體發生的情形，因而是一種類似於「自我」的「其他自我」「彷

彿」在那裡所具體發生的情形。但於此，在胡塞爾看來，上述這種「再生的聯想

喚起而來的整個發生過程」僅憑對「本身在那的形體」之現實的與可能的諸經驗

此種開端的動機條件仍是不夠的，它顯然其次還必需有關於「在那的形體」與「我

的形體」間現實的與可能的諸「連結類似性」（verbindende Ähnlichkeiten）之現

實的與可能的諸「結對作用/結對聯想」（Paarungen/paarende Assoziationen）而來

的東西充當其中介的動機基礎（Motivationsfundament）才成109。因為，唯有通

過這個中介的動機基礎，另一些階段的「結對作用/結對聯想」而來的東西才能

更其次地被動機引起：諸如關於「我的形體作為我的身體」與「在那的形體作為

其他自我的身體」間「彷彿」現實的與可能的諸「連結類似性」之「彷彿」現實

的與可能的諸「結對作用/結對聯想」而來的東西110，且按過去對「身體」的探

究理解來看，詳盡而言則是關於「我的形體作為我的諸感覺活動（諸動覺與諸特

徵/呈現感覺活動）中介的我的感性身體形體」與「在那的形體作為其他自我的

諸感覺活動（諸動覺與諸特徵/呈現感覺活動）中介的其他自我的感性身體形體」

間「彷彿」現實的與可能的諸「連結類似性」之「彷彿」現實的與可能的諸「結

對作用/結對聯想」而來的東西，但若更細密地對上述看法加以觀察考量，則似

乎必需有所修正地將其更準確說是關於「以我的感性身體形體為中介之我的諸感

覺活動（諸動覺與諸特徵/呈現感覺活動）」與「以在那的其他自我的感性身體形

體為中介之其他自我的諸感覺活動（諸動覺與諸特徵/呈現感覺活動）」間「彷彿」

現實的與可能的諸「連結類似性」之「彷彿」現實的與可能的諸「結對作用/結
對聯想」而來的東西；又如關於「我的身體形體中心理物理地起著支配作用的自

我」與「在那的其他自我的身體形體中心理物理地起著支配作用的其他自我」間

「彷彿」現實的與可能的諸「連結類似性」之「彷彿」現實的與可能的諸「結對

作用/結對聯想」而來的東西111，而按過去相關的「超驗」探究理解來看，詳盡

確切而言則是關於「以我的感性身體形體為中介而起著我的諸動覺感覺支配、諸

特徵感覺/呈現感覺活動之自我」與「以在那的其他自我的感性身體形體為中介

而起著其他自我的諸動覺感覺支配、諸特徵感覺/呈現感覺活動之其他自我」間

「彷彿」現實的與可能的諸「連結類似性」之「彷彿」現實的與可能的諸「結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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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結對聯想」而來的東西；再如前面已提出的，那種涉及於類似之歸屬於我

的作為在空間中的形體的身體的構成系統的顯現東西之再生的聯想喚起而來的

東西，因而即是關於「自我以我的感性身體形體為我的諸特徵感覺/呈現感覺活

動中介而意向構成之我的諸感覺對象」與「其他自我以在那的其他自我的感性身

體形體為其他自我的諸特徵感覺/呈現感覺活動中介而意向構成之其他自我的諸

感覺對象」間「彷彿」現實的與可能的諸「連結類似性」之「彷彿」現實的與可

能的諸「結對作用/結對聯想」而來的東西。然而，正如我們先前已理解到的，「自

我」、「諸意識」、「諸意識對象」（於此當然不包括作為「全然/絕對的超越東西」

之「超越意識的超越對象」此種「意識對象」）三者既是屬己之不可分離的具體

統一性，那麼極為顯明的是，上述這些更其次地被動機引起的「結對作用/結對

聯想」而來的東西，彼此間確實就難以合於本質地論其發生先後，它們似乎僅能

在關於「在那的形體」與「我的形體」間現實的與可能的諸「連結類似性」之現

實的與可能的諸「結對作用/結對聯想」而來的東西所充當的中介的動機基礎上，

具體地一起被再生地結對聯想喚起而來，且據過去探究在此也不難進而理解到，

它們僅於相互奠基的部份態度之潛在被動興趣與主動興趣的轉變中才可被分別

地加以消極注意與注意。不過，畢竟通過這個中介的動機基礎「彷彿」現實地與

可能地被動機引起的東西仍不僅止於上述，因為正如胡塞爾於《笛卡爾沈思錄》

所指出的，「在那的身體的外表舉動（äußeres Gehaben）」，不僅可被理解認識成

諸如起著觸摸或甚至推動功能作用的雙手、起著行走功能作用的雙腳、起著看功

能作用的雙眼等等，甚至還可被理解認識成諸如生氣、高興等等屬於較高心理領

域東西的外表舉動112，這因而也就意味了，對「在那的身體的外表舉動」之現實

的與可能的諸經驗不僅可具體地再生聯想喚起而來相應於「在那的（感性）身體

之現實的與可能的外表舉動」之「彷彿」現實的與可能的「其他自我-諸感覺活

動（諸動覺感覺與諸特徵感覺/呈現感覺）-諸感覺對象」，甚至還可具體地再生

聯想喚起而來相應於「在那的（表達）身體之現實的與可能的外表舉動」之「彷

彿」現實的與可能的「其他自我-較高階段的諸意識活動-較高階段的諸意識對

象」——由此可知，一方面，身體本身除是一種「感性身體」外，另一方面，如

胡塞爾後來於《主體間性的現象學第三部》所強調，由於身體形體的表面

（Oberflächen）可以作為表達的載者（Träger des Ausdrucks），因而身體本身也

是一種「表達身體」113——，故更確切說來，在關於「在那的形體」與「我的

形體」間現實的與可能的諸「連結類似性」之現實的與可能的諸「結對作用/結
對聯想」而來的東西所充當的中介的動機基礎上，具體地一起被「彷彿」現實地

與可能地再生結對聯想喚起而來的東西，「似乎幾近於」可說正是關於「自我-
諸意識-諸意識對象」（作為「我的單子/單子自我」之「具體的超驗主體性/超驗

自我」）與「其他自我-諸意識-諸意識對象」（作為「他我的單子/單子他我」之「具

體的其他超驗主體性/超驗他我」）間「彷彿」諸「連結類似性」之「彷彿」諸「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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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作用/結對聯想」而來的東西。當然必需注意，此處「似乎幾近於」的說法，

無非表示著經由「在那的感性與表達身體的外表舉動」之現實的與可能的諸經驗

而相應地被具體「彷彿」現實地與可能地再生聯想喚起而來的東西，並非完全含

括了歸屬於「其他自我」之全部「諸意識-諸意識對象」，似乎唯有再經由這些相

應具體的「彷彿」現實與可能的再生聯想喚起而來的東西更進而相關多樣之具體

「彷彿」現實（設定）與現實（設定）可能的、中性與中性可能的再生聯想喚起

而來，乃至相應於那些更進而相關多樣之具體「彷彿」現實（設定）與現實（設

定）可能的、中性與中性可能的再生聯想喚起而來的東西更進而相關多樣之具體

「彷彿」中性與中性可能的再生聯想喚起而來等等相關系列多樣的再生聯想喚起

而來的東西，才能讓歸屬於「其他自我」之其餘內在「諸意識-諸意識對象」也

具體地一起被再生聯想喚起而來，也因而似乎才有可能達至整個「其他自我-諸
意識-諸意識對象」（作為「他我的單子/單子他我」之「具體的其他超驗主體性/
超驗他我」）具體地一起被再生聯想喚起而來的情形。 

由此則不難進而可知，《笛卡爾沈思錄》所說的「附現」/「類比統覺」114，

其作為「對他者的經驗」之「同感作用」，無非就是經由上述那些基於關乎「在

那的形體」與「我的形體」間現實的與可能的諸「連結類似性」之現實的與可能

的諸「結對作用/結對聯想」而來的東西上更其次地被動機引起的「彷彿」諸「結

對作用/結對聯想」而來之「彷彿」諸「激發」（因為據我們過去的理解，「激發」

以上的意識層次方具有「統覺」），若更詳盡而言，也即經由上述那些基於關乎「在

那的形體」與「我的形體」間現實的與可能的諸「連結類似性」之現實的與可能

的諸「結對作用/結對聯想」而來的東西上更其次地被「具體」動機引起的關於

「自我-諸意識-諸意識對象」（作為「我的單子/單子自我」之「具體的超驗主體

性/超驗自我」）與「其他自我-諸意識-諸意識對象」（作為「他我的單子/單子他

我」之「具體的其他超驗主體性/超驗他我」）間「彷彿」諸「連結類似性」之「彷

彿」諸「結對作用/結對聯想」而來之關於「其他自我-諸意識-諸意識對象」（作

為「他我的單子/單子他我」之「具體的其他超驗主體性/超驗他我」）的「彷彿」

諸「激發」！這也是為何胡塞爾會強調，「結對作用/結對聯想」是「對他者的經

驗 」 之 聯 想 構 成 的 組 成 部 分 （ assoziativ konstituierende Komponente der 
Fremderfahrung）的原因115。然而，正如胡塞爾於《笛卡爾沈思錄》中曾指出的，

在此，這種作為「同感作用」的「附現」，其作為一種「使 -共同 -現前」

（ Mit-gegenwärtig-machen ） 之 「 附 現 」， 並 非 是 隨 便 任 何 一 種 「 再 現 」

（Vergegenwärtigung）——如過去曾提起，「同感作用」是一種較高階段的「離

開-現前」——，它僅僅通過一種「現前」的動機化要求而在與一種「現前」的

交織/緊密連結中（in Verflechtung mit einer Gegenwärtigung）才能成其所是。諸

如它在外部經驗中（in der äußeren Erfahrung）已經存在有的類似「附現」種類所

發生的情形：當我們看著一個物的「正面」時，這個物的「背面」也始終且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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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伴隨著「附現」，並「預先勾畫/規定」（vorzeichnet）出或多或少的確定內容116。

我們不難從這個外部經驗的例子看出，作為「使-共同-現前」之「附現」，確實

必需基於相應之作為「現前」之「呈現」這種先行可能條件，才能中經再生的聯

想喚起而後有所激發，但我們切莫將此處作為「現前」之「呈現」，錯誤地理解

成諸如外部經驗例子中「關於一個物的正面之現前意識」，且經之可直接地「附

現」出「關於一個物的背面之共同-現前意識」。因為真實說來，若按先前針對作

為「對他者的經驗」之「附現」所詳論，在此我們則可理解到，「關於一個物的

正面之現前意識」顯然僅是一個開端的動機條件，它還必需以關於「（現在）一

個物的正面」與「過去一個類似或相同或同一物的正面」間現實的與可能的諸「連

結類似性或連結相同性或連結同一性」之現實的與可能的諸「結對作用/結對聯

想」而來的東西充當其中介的動機基礎，而更其次地動機引起關於「過去一個類

似或相同或同一物的背面」與「（現在）一個物的背面」間「彷彿」現實的與可

能的諸「連結類似性或連結相同性或連結同一性」之「彷彿」現實的與可能的諸

「結對作用/結對聯想」，然後藉此再進而動機引起關於「（現在）一個物的背面」

之「彷彿」現實的與可能的諸「激發」。故我們可說，「附現」出「關於（現在）

一個物的背面之共同-現前意識」之作為「現前」的「呈現」，應是「關於過去一

個類似或相同或同一物的背面之現前意識」，且這個「關於過去一個類似或相同

或同一物的背面之現前意識」，確切說來則是由「關於過去一個類似或相同或同

一物的正面之再現意識」所「間接地」聯想喚起（按我們過去對「聯想喚起」的

深入理解，相較於作為「直接聯想」種類的「結對作用/結對聯想」，此處「間接

地」聯想喚起當屬「間接聯想」種類）而來之「關於過去一個類似或相同或同一

物的背面之作為再次-現前意識的現前意識」（按我們過去的深入探討，「再現意

識」作為「再次-現前意識」，畢竟也是「現前意識」）。至此，我們總算是清楚地

理解到了，胡塞爾為何於《笛卡爾沈思錄》中強調，「附現」（Appräsentation）

總是預設著一個「呈現」的核心（einen Kern von Präsentation），「附現」總是一

種通過附/帶有「呈現」的聯想而來之被連結的再現（eine durch Assoziation mit 
Präsentation verbundene Vergegenwärtigung）之真確意義117。不過，我們在這仍需

加以注意的是，顯然作為「附現」（「使-共同-現前」）所預設核心之「呈現」（「現

前」），未必非得是胡塞爾於《笛卡爾沈思錄》中為說明「附現」——不論關乎對

「物」的主觀外部經驗，抑或關乎對「物」的共同主觀（同感）外部經驗，還是

關乎對「其他自我（他我）/他者」的主觀同感作用等等——而時常提及之「源

初呈現」（「源初現前」）118，且若我們考量到「附現」並不僅限於現實（設定）

與現實（設定）可能的意識領域，其於中性與中性可能的意識領域裡也同樣可以

發生此一基本事實，那麼除了僅歸屬於現實（設定）與現實（設定）可能的意識

種類之「源初的」「呈現」（「現前」）外，則尚必需補加上歸屬於中性與中性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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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識種類之「未變樣最初給予中性的」「呈現」（「現前」）。原則上，雖說「源

初的」「呈現」（「現前」）或「未變樣最初給予中性的」「呈現」（「現前」），作為

其變樣的「變樣設定的」「呈現」（「現前」）或「變樣中性的」「呈現」（「現前」）

之最初給予的合法泉源，當然總是作為其變樣的「變樣設定的」「呈現」（「現前」）

或「變樣中性的」「呈現」（「現前」）之最初必要的先行可能條件，但這卻一點也

不影響「附現」（「使-共同-現前」）合於本質地是關於「呈現」（「現前」）——不

論是「源初的」「呈現」（「現前」）或「未變樣最初給予中性的」「呈現」（「現前」），

還是作為其變樣的「變樣設定的」「呈現」（「現前」）或「變樣中性的」「呈現」

（「現前」）——之經由「彷彿」「結對作用/結對聯想」而來的「彷彿」「激發」

此一根本意義，甚至據我們前面已作出的詳細討論而確切說來，由於作為「附現」

（「使-共同-現前」）所預設核心之「呈現」（「現前」），畢竟是一種基於開端動機

條件引起的「結對作用/結對聯想」而來的中介動機基礎所進而「間接地」聯想

喚起而來之「呈現」（「現前」），按其本質絕不可能作為某種「源初的」「呈現」

（「現前」）或「未變樣最初給予中性的」「呈現」（「現前」），故我們可理解到，

真正說來其僅只能夠作為「源初的」「呈現」（「現前」）或「未變樣最初給予中性

的」「呈現」（「現前」）變樣的「變樣設定的」「呈現」（「現前」）或「變樣中性的」

「呈現」（「現前」）。 
 由是可知，因為任何「附現」所預設核心之「變樣設定的」「呈現」（「現前」）

或「變樣中性的」「呈現」（「現前」），其最初總要從未變樣的「源初的」「呈現」

（「現前」）或「未變樣最初給予中性的」「呈現」（「現前」）派生而來，所以此處

為我們所首要探究關乎「對他者的經驗」之作為「同感作用」的「附現」，既然

必需預設有對「本身在那的形體」之現實的與可能的諸經驗此種開端動機條件，

與其所「直接地」引起之關於「在那的形體」與「我的形體」間現實的與可能的

諸「連結類似性」之現實的與可能的諸「結對作用/結對聯想」而來的東西此一

中介動機基礎，以及再由此一中介動機基礎更其次地「具體」「間接地」聯想喚

起而來之關乎「自我-諸意識-諸意識對象」（作為「我的單子/單子自我」之「具

體的超驗主體性/超驗自我」）之作為諸「再次-呈現」（「再次-現前」）的諸「呈現」

（「現前」），那麼極為顯明的，在上述這些預設條件的發生過程裡，則必需更先

行地早已「具體」預設有關乎「自我-諸意識-諸意識對象」（作為「我的單子/單
子自我」之「具體的超驗主體性/超驗自我」）之「源初反思的」諸「呈現」（「現

前」）與「未變樣最初給予中性反思的」「呈現」（「現前」），或統合二者簡要言之，

即關乎「自我-諸意識-諸意識對象」（作為「我的單子/單子自我」之「具體的超

驗主體性/超驗自我」）之「未變樣最初給予反思的」諸「呈現」（「現前」）。而更

進一步說來，在此關乎「自我-諸意識-諸意識對象」（作為「我的單子/單子自我」

之「具體的超驗主體性/超驗自我」）之「源初反思的」諸「呈現」（「現前」），無

非就是胡塞爾於《笛卡爾沈思錄》中，為說明作為「對他者的經驗」之「附現」

所預設連結的核心時——雖據我們先前所論，此種核心按其本質當僅能作為「未

變樣最初給予反思的」諸「呈現」（「現前」）變樣而來之「變樣的」諸「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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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前」）——所指出之在生動性中具體自我的自身經驗（in Lebendigkeit 
Selbsterfahrung des konkreten ego），且此處這種在生動性中的自身經驗則亦即是

那種作為純粹源初的自身顯現（als rein originaler Selbsterscheinung）119，換言之，

也正是作為「對他者的經驗」之「附現」之所從來的「我的首先客觀化的自我」

（meines erst objektivierten Ich）之「自身反思的源初經驗」120；至於關乎「自我

-諸意識-諸意識對象」（作為「我的單子/單子自我」之「具體的超驗主體性/超驗

自我」）之「未變樣最初給予中性反思的」諸「呈現」（「現前」），則可說是具體

自我之未變樣最初給予中性的自身經驗/顯現，或即「我的首先客觀化的自我」

之「自身反思的未變樣最初給予中性經驗」。我們也可統合前二者而簡要言之為

具體自我之未變樣最初給予的自身經驗/顯現，或即「我的首先客觀化的自我」

之「自身反思的未變樣最初給予的經驗」。當然，至此我們也應不難理解到，這

種具體自我之未變樣最初給予的自身反思的經驗/顯現，顯然又需要更先行預設

著作為其「反思對象」之「未變樣最初給予的具體自我本身」，或即未變樣最初

給予的「自我-諸意識-諸意識對象」。再者，除了這種在通過中介動機基礎而來

更其次被具體動機引起層次之中早已必需更先行預設的條件外，在中介動機基礎

本身的形成過程裡，由對「本身在那的形體」之現實的與可能的諸經驗所再生地

結對聯想喚起而來的關乎「我的形體」之現實的與可能的作為諸「再次-呈現」（「再

次-現前」）的諸「呈現」（「現前」），其作為另一種部分的可能條件（就對「本身

在那的形體」之現實的與可能的諸經驗作為另一種部分的可能條件而言），顯然

也必需更先行地預設著對「我的形體」之現實的與可能的諸「源初的」經驗/「呈

現」（「現前」）。而這也正是《笛卡爾沈思錄》之後，胡塞爾於《主體間性的現象

學第三部》的接續考察中所明確指出的對「同感作用」而言作為「一種」預設之

「對我的身體的空間形體性之統覺」（Apperzeption der Raumkörperlichkeit meines 
Leibes als eine Voraussetzung für die Einfühlung）121，或說作為「同感作用」預設

之「對我的身體作為一種形體物之統覺」（Apperzeption meines Leibes als eines 
körperlichen Dinges）122，甚或說是作為「同感作用」的「首要」預設（als erste 
Voraussetzung der Einfühlung）之「對我的身體作為形體之統覺」（Apperzeption 
meines Leibes als Körpers）123，但需特別注意的是，正如我們過去探究已獲之對

「身體」涵義的理解，「身體」確實具有著「身體（形體）物」與「感性身體」

的雙重本質存在特性，故胡塞爾於此才會更進一步強調，唯當忽略掉「身體」的

諸「動覺」（按過去的探究認識，更確切言同時也需忽略「身體」的諸「特徵/
呈現感覺」），即忽略掉「身體」作為「感性身體」這方面的本質存在特性意義，

「我的身體」才能「如同」（wie）「其他外部形體」一樣單純地作為「我的形體」

而被「統覺」把握（當然，此處所言「統覺」仍要以相應之諸「動覺」與諸「特

                                                 
119 參見Meditationen:156。 
120 參見Meditationen:144。  
121 參見Intersubjektivität dritter Teil:259。 
122 參見Intersubjektivität dritter Teil:648。 
123 參見Intersubjektivität dritter Teil:6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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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呈現感覺」為其先行可能條件）124。 
 此外，至於作為「對他者的經驗」之「附現」（「使-共同-現前」）又為何是

關於諸「呈現」（「現前」）之經由「彷彿」諸「結對作用/結對聯想」而來的「彷

彿」諸「激發」此一重要關鍵問題，我們則不難從《笛卡爾沈思錄》裡首先找到

胡塞爾對此嘗試理解的初步相關線索。因為在他看來，作為「對他者的經驗」之

「附現」（「使-共同-現前」），其作為「對他者的意向伸展入/達及入（intentionales 
Hineinreichen）」，無論如何都僅只能是一種「非實在的」（irreale）「間接意向性」
125，且這種「非實在的」「間接意向性」又不因此而是隨便任何一種「內在的」

「間接意向性」，其作為關乎「他者」之「類比化 /類似化的統覺 /統握」

（analogisierende/verähnlichende Apperzeption/Auffassung），或更確切而言作為經

由 「 類 比 化 / 類 似 化 的 統 覺 / 統 握 的 轉 載 （ analogisierende/verähnlichende 
apperzeptive/auffassende Übertragung）」126而來的關乎「他者」之「類比化/類似

化的統覺/統握」，則「具體地」是經由將「自我-諸意識-諸意識對象」（作為「我

的單子/單子自我」之「具體的超驗主體性/超驗自我」）「轉變」為「類比/類似再

現的」「其他自我-諸意識-諸意識對象」（作為「他我的單子/單子他我」之「具體

的其他超驗主體性/超驗他我」）的諸「結對作用/結對聯想」而來之關於「其他自

我-諸意識-諸意識對象」（作為「他我的單子/單子他我」之「具體的其他超驗主

體性/超驗他我」）的諸「激發」。而此處這種「轉變」，若按我們過去探究的既有

理解，則顯然只能是一種「被動的想像轉變」的連續變樣過程，因為唯有通過首

先將「設定的」與「中性的」作為諸「再次-呈現」之諸「呈現」（作為諸「再次

-現前」之諸「現前」）「被動地轉變」而來成為相應的「中性回顧再現的」諸「再

次-呈現」（「再次-現前」）之再次「單純重複」而「中性變樣」的「設定回顧再

現的想像再現」（依過去的研究理解，「中性變樣」於「激發」以上的意識層次方

得存在，可見此處「中性變樣前的」關乎「自我-諸意識-諸意識對象」之「設定

回顧再現的」諸「再次-呈現」/「再次-現前」，與「中性變樣後的」關乎「自我-
諸意識-諸意識對象」之「中性回顧再現的」諸「再次-呈現」/「再次-現前」，當

皆屬「激發」意識層次的種類）與再次「單純重複」的「中性回顧再現的想像再

現」——注意，因為「中性的」作為諸「再次-呈現」之諸「呈現」（作為諸「再

次-現前」之諸「現前」）本身已是由中介動機基礎更其次地「具體」「間接地」

聯想喚起而來之「中性回顧再現的」諸「再次-呈現」（「再次-現前」），故而其似

乎也可略過此處「被動地轉變」的首先階段——，其次再將這些「中性回顧再現

的」作為諸「再次-呈現」（「再次-現前」）之諸「呈現」（「現前」）「被動地轉變」

而來成為相應的「中性前再現的」諸「再次-呈現」（「再次-現前」）之再次「重

複自由變更」之「中性前再現的想像再現」——這也正是為何在《笛卡爾沈思錄》

裡，胡塞爾曾略帶提及「類比化的轉載」在「預期的統握」中（in antizipierender 

                                                 
124 參見Intersubjektivität dritter Teil:261-3。 
125 參見Meditationen:157。 
126 參見Meditationen:140-2、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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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ffassung）獲得運作 127 ，「附現」在「非直觀預期的形式」中（ in Form 
unanschaulicher Antizipation）得以發生128之原因——，「自我-諸意識-諸意識對象」

（作為「我的單子/單子自我」之「具體的超驗主體性/超驗自我」）才能被「具體

地」「被動地想像變樣」而來成為「類比/類似再現的」「其他自我-諸意識-諸意識

對象」（作為「他我的單子/單子他我」之「具體的其他超驗主體性/超驗他我」）。

故而可知，作為「對他者的經驗」/「附現」（「使-共同-現前」）之此類經由諸「結

對作用/結對聯想」而來的相應諸「激發」，其既作為經由「被動想像的」諸「結

對作用/結對聯想」而來的相應「被動想像的」諸「激發」，那麼依我們過去的探

究理解，其當然便是經由「虛擬/彷彿的」諸「結對作用/結對聯想」而來之相應

的「虛擬/彷彿的」諸「激發」。 
 至此，我們或許可說已大致初步解明了過去整個探究工作所簡化省略的「主

體間共同化」諸問題裡之「共同化」首要且最低階段129的最終一個基本核心問題。

但由今觀之，不論是「兩個主體間諸意識共同化的構成認識如何可能」，還是「作

為兩個主體間諸意識共同化的構成認識的共同主觀基礎之超驗主體間性如何得

以形成」，乃至於「兩個主體間諸意識共同化的構成認識的諸意識對象又如何被

認識構成」，真實說來最後都指向同一個可能條件的根據，這也即是說，此三者

是「同時」「具體地」一起經由基於關乎「在那的形體」與「我的形體」間現實

的與可能的諸「連結類似性」之現實的與可能的諸「結對作用/結對聯想」而來

的東西上更其次地被動機引起的關乎「自我-諸意識-諸意識對象」（作為「我的

單子/單子自我」之「具體的超驗主體性/超驗自我」）與「其他自我-諸意識-諸意

識對象」（作為「他我的單子/單子他我」之「具體的其他超驗主體性/超驗他我」）

間「被動想像的」「彷彿」諸「連結類似性」之「被動想像的」「彷彿」諸「結對

作用/結對聯想」而來的相應「被動想像的」「彷彿」諸「激發」所發生形成的。

且繼而從這樣的基本觀點出發，我們則可更進而推廣地理解「主體間共同化」諸

問題中作為「共同化」更高階段的諸問題。因為若按胡塞爾於《笛卡爾沈思錄》

裡曾表明過的此一看法，亦即「結對作用」，可以作為「一對」之組成的發生（das 
konfigurierte Auftreten als Paar），也可以在進一步的結果中作為「一群」（Gruppe）

之組成的發生，作為「多數性」（Mehrheit）之組成的發生，且「結對作用」的

運作範圍有多廣，「類比化的統握」的運作範圍就有多廣130此一看法，我們便知

上述關於「兩個（具體）主體間共同化」的作為「同感作用」之經由「被動想像

的」「彷彿」諸「結對作用/結對聯想」而來的相應「被動想像的」「彷彿」諸「激

發」，必然也能推廣地更進一步導致關於「一群（具體）主體間共同化」的作為

「同感作用」之經由「被動想像的」「彷彿」諸「結對作用/結對聯想」而來的相

應「被動想像的」「彷彿」諸「激發」、關於「多數性（具體）主體間共同化」的

作為「同感作用」之經由「被動想像的」「彷彿」諸「結對作用/結對聯想」而來

                                                 
127 參見Meditationen:141。 
128 參見Meditationen:144。 
129 參見Meditationen:156。 
130 參見Meditationen:142。 

 149



 

的相應「被動想像的」「彷彿」諸「激發」，甚至如胡塞爾所指出的，那種不僅在

「現實性」中，且也在「可能性」中所達及關於「開放無限的諸（具體）單子共

同體（offen endlose Monadengemeinschaft）的相互間共同化」（即「普遍（具體）

主體間共同化」）的作為「同感作用」之經由「被動想像的」「彷彿」諸「結對作

用/結對聯想」而來的相應「被動想像的」「彷彿」諸「激發」131。 
 雖已初步探明了「主體間共同化」從首要且最低階段至更高階段之諸問題，

我們畢竟仍未就「被動感性意識」到「主動理性意識」諸意識發展階段方面來對

「主體間共同化」諸問題作出更為完整的探討解析。而若據我們過去關於「被動

感性意識」到「主動理性意識」諸意識發展階段之認識，此處可以首先肯定，前

述已為我們所理解作為「同感作用」之經由「被動想像的」「彷彿」諸「結對作

用/結對聯想」而來的相應「被動想像的」「彷彿」諸「激發」，其既是意識潛在

背景中作為「被動類比化/類似化的統覺/統握」（「被動附現」/「被動的使-共同-
現前」）之「被動同感作用」，那麼顯而易見地，同樣基於「被動同感作用」之所

以可能的整體意識預設條件的「類似」運作基礎上，當然也就具有更進而動機引

起意識注意前景中作為「同感作用」之經由「被動想像的」「彷彿」諸「結對作

用/結對聯想」且進而有所被動想像地（彷彿地）激發而來的相應「主動想像的」

「彷彿」諸「朝向」，甚或相應「主動想像的」「彷彿」諸「採取設定/表態」之

可能性，此等亦即作為「主動類比化/類似化的統覺/統握」（「主動附現」/「主動

的使-共同-現前」）之「主動同感作用」。進而言之，「主動同感作用」所以總是

也先行地以「類似於」「被動同感作用」之所以可能的整體意識預設條件的運作

為其基底，其實無非是因為，不論就「被動同感作用」或「主動同感作用」之所

以可能的諸意識預設條件的運作過程來看，一方面，它們「類似地」都是某種從

「被動的」或「主動的」開端動機條件到「被動的」或「主動的」中介動機基礎

條件，再到更其次被動機引起的「被動的」或「主動的」條件之運作過程，另一

方面，它們也「類似地」都包括有必需更先行「具體」預設之關乎「自我-諸意

識-諸意識對象」（作為「我的單子/單子自我」之「具體的超驗主體性/超驗自我」）

之「未變樣最初給予反思的」諸「呈現」（「現前」）、作為其「反思對象」之「未

變樣最初給予的具體自我本身」（或即未變樣最初給予的「自我-諸意識-諸意識

對象」），以及更先行預設的對「我的形體」之現實的與可能的諸「源初的」經驗

/「呈現」（「現前」）等等諸意識預設條件。且若以「主體間共同化」首要且最低

階段為例，再就前一方面更進而論之，它們則「類似地」都是某種對「本身在那

的形體」之「被動的」或「主動的」現實的與可能的諸經驗，詳盡言即「被動的」

或「主動的」「源初的」諸「呈現」（「現前」），或者「被動的」或「主動的」「源

初的」諸「呈現」（「現前」）變樣而來之「被動的」或「主動的」「變樣設定的」

作為諸「再次-呈現」（「再次-現前」）的諸「呈現」（「現前」）（「被動的」或「主

動的」開端動機條件）沈積後，經由關乎「在那的形體」與「我的形體」間現實

的與可能的諸「連結類似性」之現實的與可能的諸「結對作用/結對聯想」有所

                                                 
131 參見Meditationen:1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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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發而來關乎「我的形體」之「被動的」或「主動的」現實的與可能的作為諸「再

次-呈現」（「再次-現前」）的諸「呈現」（「現前」）（「被動的」或「主動的」中介

動機基礎條件），再沈積後「間接地」聯想喚起且進而有所激發而來關乎「自我-
諸意識-諸意識對象」（作為「我的單子/單子自我」之「具體的超驗主體性/超驗

自我」）之「被動的」或「主動的」作為諸「再次-呈現」（「再次-現前」）的諸「呈

現」（「現前」）（更其次被動機引起的「被動的」或「主動的」條件）之運作過程。 
不過，雖說「主動同感作用」總是也先行地以「類似於」「被動同感作用」

之所以可能的整體意識預設條件的運作為其基底，但無論如何我們卻不該忽略

「主動同感作用」與「被動同感作用」在其「本身」運作過程方面上的「顯著差

異」。因為同樣顯而易見的，「主動同感作用」所以作為「主動的」「同感作用」，

即在於其「本身」的運作過程並非完全如同「被動同感作用」「本身」的運作過

程，是基於更其次被動機引起的關乎「自我-諸意識-諸意識對象」（作為「我的

單子/單子自我」之「具體的超驗主體性/超驗自我」）之「被動的」或「主動的」

作為諸「再次-呈現」（「再次-現前」）的諸「呈現」（「現前」），進而經由「被動

想像的」「彷彿」諸「結對作用/結對聯想」而來的相應「被動想像的」「彷彿」

諸「激發」；而是基於更其次被動機引起的關乎「自我-諸意識-諸意識對象」（作

為「我的單子/單子自我」之「具體的超驗主體性/超驗自我」）之「被動的」或「主

動的」作為諸「再次-呈現」（「再次-現前」）的諸「呈現」（「現前」），經由「被

動想像的」「彷彿」諸「結對作用/結對聯想」且進而有所激發而來的相應「主動

想像的」「彷彿」諸「朝向」，甚或相應「主動想像的」「彷彿」諸「採取設定/
表態」。或更確切地說，「主動同感作用」「本身」的運作過程並非完全如同「被

動同感作用」「本身」的運作過程，是更其次被動機引起的關乎「自我-諸意識-
諸意識對象」（作為「我的單子/單子自我」之「具體的超驗主體性/超驗自我」）

之「被動的」或「主動的」作為諸「再次-呈現」（「再次-現前」）的諸「呈現」（「現

前」）沈積後，經由關乎「自我-諸意識-諸意識對象」（作為「我的單子/單子自我」

之「具體的超驗主體性/超驗自我」）與「其他自我-諸意識-諸意識對象」（作為「他

我的單子/單子他我」之「具體的其他超驗主體性/超驗他我」）間「被動想像的」

「彷彿」諸「連結類似性」之「被動想像的」「彷彿」諸「結對作用/結對聯想」

而來關乎「其他自我-諸意識-諸意識對象」（作為「他我的單子/單子他我」之「具

體的其他超驗主體性/超驗他我」）之「被動想像的」「彷彿」諸「激發」；而是更

其次被動機引起的關乎「自我-諸意識-諸意識對象」（作為「我的單子/單子自我」

之「具體的超驗主體性/超驗自我」）之「被動的」或「主動的」作為諸「再次-
呈現」（「再次-現前」）的諸「呈現」（「現前」）沈積後，經由關乎「自我-諸意識

-諸意識對象」（作為「我的單子/單子自我」之「具體的超驗主體性/超驗自我」）

與「其他自我-諸意識-諸意識對象」（作為「他我的單子/單子他我」之「具體的

其他超驗主體性/超驗他我」）間「被動想像的」「彷彿」諸「連結類似性」之「被

動想像的」「彷彿」諸「結對作用/結對聯想」，有所被動想像地（彷彿地）激發

而來關乎「其他自我-諸意識-諸意識對象」（作為「他我的單子/單子他我」之「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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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的其他超驗主體性/超驗他我」）之「主動想像的」「彷彿」諸「朝向」，甚或「主

動想像的」「彷彿」諸「採取設定/表態」。或更加詳盡而論，「被動同感作用」「本

身」的運作過程無非正是：先經由更其次被動機引起的關乎「自我-諸意識-諸意

識對象」（作為「我的單子/單子自我」之「具體的超驗主體性/超驗自我」）之「被

動設定的」或「主動設定的」作為諸「再次-呈現」（「再次-現前」）的諸「呈現」

（「現前」）沈積後，「直接地」「單純重複地」結對聯想喚起且進而有所激發而得

之「被動設定回顧再現的」作為諸「再次-呈現」（「再次-現前」）的諸（「現前」），

再進而「被動中性變樣」而來關乎「自我-諸意識-諸意識對象」（作為「我的單

子/單子自我」之「具體的超驗主體性/超驗自我」）之「被動中性回顧再現的」作

為諸「再次-呈現」（「再次-現前」）的諸「呈現」（「現前」）（此屬「激發」的意

識層次種類），與更其次被動機引起的關乎「自我-諸意識-諸意識對象」（作為「我

的單子/單子自我」之「具體的超驗主體性/超驗自我」）之「被動中性的」或「主

動中性的」作為諸「再次-呈現」（「再次-現前」）的諸「呈現」（「現前」）沈積後，

「直接地」「單純重複地」結對聯想喚起且進而有所被動想像地（彷彿地）激發

而得關乎「自我-諸意識-諸意識對象」（作為「我的單子/單子自我」之「具體的

超驗主體性/超驗自我」）之「被動中性回顧再現的」作為諸「再次-呈現」（「再

次-現前」）的諸「呈現」（「現前」）——注意，因為「被動中性回顧再現的」作

為諸「再次-呈現」（「再次-現前」）的諸「呈現」（「現前」）（此屬「激發」的意

識層次種類），本身既已可能是經由中介動機基礎更其次地「具體」「間接地」聯

想喚起且進而有所被動想像地（彷彿地）激發而得之「被動中性的」作為諸「再

次-呈現」（「再次-現前」）的諸「呈現」（「現前」），那麼此階段似乎就具有被略

過的可能性——；隨後再經由關乎「自我-諸意識-諸意識對象」（作為「我的單

子/單子自我」之「具體的超驗主體性/超驗自我」）之「被動中性回顧再現的」作

為諸「再次-呈現」（「再次-現前」）的諸「呈現」（「現前」）（此屬「激發」的意

識層次種類）沈積後，「直接地」「重複自由變更地」結對聯想喚起且進而有所被

動想像地（彷彿地）激發而得關乎「其他自我-諸意識-諸意識對象」（作為「他

我的單子/單子他我」之「具體的其他超驗主體性/超驗他我」）之「被動中性前再

現的」諸「再次-呈現」（「再次-現前」）（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此處確實具有更進

而動機引起關乎「其他自我-諸意識-諸意識對象」之「主動中性前再現的」諸「再

次-呈現」/「再次-現前」的可能性，但由於其形成過程並不具備後述「主動同感

作用」「本身」運作過程方面的基本核心特性，故而似乎僅可歸屬為「被動同感

作用」的一個特殊種類）。至於「主動同感作用」「本身」則無非是：先經由更其

次被動機引起的關乎「自我-諸意識-諸意識對象」（作為「我的單子/單子自我」

之「具體的超驗主體性/超驗自我」）之「被動設定的」或「主動設定的」作為諸

「再次-呈現」（「再次-現前」）的諸「呈現」（「現前」）沈積後，「直接地」「單純

重複地」結對聯想喚起且進而有所激發而來之「主動設定回顧再現的」作為諸「再

次-呈現」（「再次-現前」）的諸（「現前」），再進而「主動中性變樣」而來關乎「自

我-諸意識-諸意識對象」（作為「我的單子/單子自我」之「具體的超驗主體性/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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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自我」）之「主動中性回顧再現的」作為諸「再次-呈現」（「再次-現前」）的諸

「呈現」（「現前」），與更其次被動機引起的關乎「自我-諸意識-諸意識對象」（作

為「我的單子/單子自我」之「具體的超驗主體性/超驗自我」）之「被動中性的」

或「主動中性的」作為諸「再次-呈現」（「再次-現前」）的諸「呈現」（「現前」）

沈積後，「直接地」「單純重複地」結對聯想喚起且進而有所被動想像地（彷彿地）

激發而來關乎「自我-諸意識-諸意識對象」（作為「我的單子/單子自我」之「具

體的超驗主體性/超驗自我」）之「主動中性回顧再現的」作為諸「再次-呈現」（「再

次-現前」）的諸「呈現」（「現前」）——注意，因為「主動中性回顧再現的」作

為諸「再次-呈現」（「再次-現前」）的諸「呈現」（「現前」），本身既已可能是經

由中介動機基礎更其次地「具體」「間接地」聯想喚起且進而有所被動想像地（彷

彿地）激發而來之「主動中性的」作為諸「再次-呈現」（「再次-現前」）的諸「呈

現」（「現前」），那麼此階段似乎就具有被略過的可能性——；隨後再經由關乎「自

我-諸意識-諸意識對象」（作為「我的單子/單子自我」之「具體的超驗主體性/超
驗自我」）之「主動中性回顧再現的」作為諸「再次-呈現」（「再次-現前」）的諸

「呈現」（「現前」）沈積後，「直接地」「重複自由變更地」結對聯想喚起且進而

有所被動想像地（彷彿地）激發而來關乎「其他自我-諸意識-諸意識對象」（作

為「他我的單子/單子他我」之「具體的其他超驗主體性/超驗他我」）之「主動中

性前再現的」諸「再次-呈現」（「再次-現前」）。 
 上述以「主體間共同化」首要且最低階段為例而就「主動同感作用」與「被

動同感作用」在其之所以可能的「類似」諸意識預設條件方面與其具有「顯著差

異」的「本身」運作過程方面所進行的說明，當然也可以推廣至「主體間共同化」

更高階段，但於此則不擬多言。此外，還值得我們特別加以注意的是，從前述關

於「主動同感作用」與「被動同感作用」在其之所以可能的「類似」諸意識預設

條件方面與其具有「顯著差異」的「本身」運作過程方面之認識發現中，我們確

可同時也進而理解到，一方面，不論「主動同感作用」與「被動同感作用」在其

之所以可能的諸意識預設條件方面與「本身」運作過程方面具有如何「類似的」

整體意識運作過程，甚至兩者同處於對同一個對象進行同感作用的共同整體意識

運作過程中，它們「本身」無論如何都是各自獨立運作的；而另一方面，雖說它

們「本身」是各自獨立運作的，但在兩者同處於對同一或相同或類似的對象進行

同感作用的整體相互關聯意識運作過程的情形之下，關乎「被動同感作用」的整

體意識運作過程則確實可能在過程與結果上加強了關乎「主動同感作用」的整體

意識運作過程之形成效果。 
 至此，雖然一方面已就首要且最低階段至更高階段方面來對「主體間共同化」

諸問題作出了初步探明，且二方面也就「被動感性意識」到「主動理性意識」諸

意識發展階段方面來對「主體間共同化」諸問題進行了初步的探討解析，但我們

卻遺留下了一個早已提及的重要看法尚待解明，那也即是胡塞爾於《觀念二》中

曾簡略表達過的看法：甚至早在作為「被動感性意識」最低階段之「原始感性」——

因而即我們先前所言由「原始聯想」所連續統一化之「原始源初（生動）現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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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規則化中，就已經伴隨地具有「主體間的同感作用」了。我們在這確實必需瞭

解到，此一看法之所以需要我們認真面對且設法理解的根本理由，無非即在於其

直接關涉了「主體間的同感作用」（或廣泛而言「主體間的共同化」）究竟可在「多

低限度」的意識預設條件下得以運作發生這個我們從未探及的根本重要課題。 
但若按過去對「主體間共同化」諸問題的探究理解，我們在此便不難進而設

想到，倘若在作為「被動感性意識」最低階段之「原始感性」/「原始源初（生

動）現前」的規則化中確實已伴隨地存在有「主體間的同感作用」之可能性，那

麼很顯然地，其僅能歸屬於一種前述的「被動同感作用」種類，更確切說來，其

「似乎」僅能是一種基於「未變樣最初給予被動的」或「再生未變樣最初給予被

動的」諸意識預設條件而來之「被動同感作用」。且若以「主體間共同化」首要

且最低階段為例詳盡而論，一方面，其之所以可能的諸意識預設條件的運作過

程，「似乎」就是一種從「源初被動的」或「再生源初被動的」開端動機條件到

「再生源初被動的」中介動機基礎條件，再到更其次被動機引起的「再生未變樣

最初給予被動的」條件之運作過程。或更進而言之，其之所以可能的諸意識預設

條件的運作過程，「似乎」就是一種對「本身在那的形體」之「源初被動的」或

「再生源初被動的」現實的與可能的諸經驗，詳盡言即由「原始感性」/「原始

源初（生動）現前」沈積後聯想喚起而來關乎「本身在那的形體」之「源初激發

被動的」諸「呈現」（「現前」），或「源初激發被動的」諸「呈現」（「現前」）變

樣而來之「源初激發現前再生聯想被動的」/「再生源初激發被動的」「變樣設定

的」作為諸「再次-呈現」（「再次-現前」）的諸「呈現」（「現前」）——注意，此

處之所以不包括關乎「本身在那的形體」之「再生原始源初（生動）被動的」諸

「呈現」（「現前」），若依我們早先對作為「同感作用」的「首要」預設之「對我

的身體作為形體之統覺」的既有認識，乃是出於作為「被動同感作用」的「首要」

意識預設條件之「對我的身體作為形體之被動統覺」（即「對我的身體作為形體

之激發」），並不能由其「直接地」結對聯想喚起而來此一理由。或許人們將問，

若「被動同感作用」的「首要」意識預設條件可以是更低階段「對我的身體作為

形體之原始感性/原始源初（生動）現前」呢？那麼我們對此的回答則是，胡塞

爾於《主體間性的現象學第三部》裡之所以並未肯定這種更低階段的可能性，在

我們看來當是因為，尚未達及「前-客觀化/對象化習慣的被動統覺或客觀化/對象

化習慣的主動統覺」此等更高階段之「原始感性/原始源初（生動）現前」，雖說

已是某種「感覺統一體」，且已能再進而聯想喚起剛才過去或仍在沈沒之相同或

極其類似的「原始感性/原始源初（生動）現前」，但其似乎仍不能明確有效地「直

接或間接地」聯想喚起「過去類似的或過去緊密關聯背景的」「原始感性/原始源

初（生動）現前」——（「源初被動的」或「再生源初被動的」開端動機條件）

沈積後，經由關乎「在那的形體」與「我的形體」間現實的與可能的諸「連結類

似性」之現實的與可能的諸「結對作用/結對聯想」而來關乎「我的形體」之「源

初激發現前再生聯想被動的」/「再生源初激發被動的」現實的與可能的作為諸

「再次-呈現」（「再次-現前」）的諸「呈現」（「現前」）（「再生源初被動的」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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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基礎條件），再沈積後「間接地」聯想喚起而來關乎「自我-諸意識-諸意識

對象」（作為「我的單子/單子自我」之「具體的超驗主體性/超驗自我」）之「源

初激發現前再生聯想被動的」/「再生源初激發被動的」/「由源初激發現前而來

的再生聯想現前，再進而聯想喚起而來相關多樣之未變樣最初給予激發現前再生

聯想被動的」/「由源初激發現前而來的再生聯想現前，再進而聯想喚起而來相

關多樣之再生未變樣最初給予激發被動的」作為諸「再次-呈現」（「再次-現前」）

的諸「呈現」（「現前」）（更其次被動機引起的「再生未變樣最初給予被動的」條

件）。而另一方面，其「本身」的運作過程，歸納簡要言之則「似乎」又無非是：

先經由更其次被動機引起的關乎「自我-諸意識-諸意識對象」（作為「我的單子/
單子自我」之「具體的超驗主體性/超驗自我」）之「未變樣最初給予激發現前再

生聯想被動設定的」/「再生未變樣最初給予激發被動設定的」作為諸「再次-呈
現」（「再次-現前」）的諸「呈現」（「現前」）沈積後，「直接地」「單純重複地」

結對聯想喚起且進而有所激發而得關乎「自我-諸意識-諸意識對象」（作為「我

的單子/單子自我」之「具體的超驗主體性/超驗自我」）之「由未變樣最初給予激

發現前而來的再生聯想現前，再進而聯想喚起而來再生未變樣最初給予激發被動

設定回顧再現的」/「由再生未變樣最初給予激發現前，再進而聯想喚起而來再

生未變樣最初給予激發被動設定回顧再現的」（概括而言即「再生未變樣最初給

予激發被動設定回顧再現的」）作為諸「再次-呈現」（「再次-現前」）的諸（「現

前」）（此等皆屬「激發」的意識層次種類），再進而「被動中性變樣」而來關乎

「自我-諸意識-諸意識對象」（作為「我的單子/單子自我」之「具體的超驗主體

性/超驗自我」）之“由未變樣最初給予激發現前而來的再生聯想現前，再進而聯

想喚起而來再生未變樣最初給予激發被動設定回顧再現的＂/“由再生未變樣最

初給予激發現前，再進而聯想喚起而來再生未變樣最初給予激發被動設定回顧再

現的＂ （概括而言即「再生未變樣最初給予激發被動中性回顧再現的」）作為諸

「再次-呈現」（「再次-現前」）的諸「呈現」（「現前」）（此等皆屬「激發」的意

識層次種類），與更其次被動機引起的關乎「自我-諸意識-諸意識對象」（作為「我

的單子/單子自我」之「具體的超驗主體性/超驗自我」）之「未變樣最初給予激發

現前再生聯想被動中性的」/「再生未變樣最初給予激發被動中性的」作為諸「再

次-呈現」（「再次-現前」）的諸「呈現」（「現前」）沈積後，「直接地」「單純重複

地」結對聯想喚起且進而有所被動想像地（彷彿地）激發而得關乎「自我-諸意

識-諸意識對象」（作為「我的單子/單子自我」之「具體的超驗主體性/超驗自我」）

之「由未變樣最初給予激發現前而來的再生聯想現前，再進而聯想喚起而來再生

未變樣最初給予激發被動中性回顧再現的」/「由再生未變樣最初給予激發現前，

再進而聯想喚起而來再生未變樣最初給予激發被動中性回顧再現的」（概括而言

即「再生未變樣最初給予激發被動中性回顧再現的」）作為諸「再次-呈現」（「再

次-現前」）的諸「呈現」（「現前」）——注意，因為「由再生未變樣最初給予激

發現前，再進而聯想喚起而來再生未變樣最初給予激發被動中性回顧再現的」作

為諸「再次-呈現」（「再次-現前」）的諸「呈現」（「現前」）（此屬「激發」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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識層次種類），本身既已可能是經由中介動機基礎更其次地「具體」「間接地」聯

想喚起且進而有所被動想像地（彷彿地）激發而得形成，那麼此階段似乎就具有

被略過的可能性——；隨後再經由關乎「自我-諸意識-諸意識對象」（作為「我

的單子/單子自我」之「具體的超驗主體性/超驗自我」）之“再生未變樣最初給予

激發被動設定回顧再現的＂/「再生未變樣最初給予激發被動中性回顧再現的」

（概括而言即「再生未變樣最初給予激發被動中性回顧再現的」）作為諸「再次-
呈現」（「再次-現前」）的諸「呈現」（「現前」）（此等皆屬「激發」的意識層次種

類）沈積後，「直接地」「重複自由變更地」結對聯想喚起且進而有所被動想像地

（彷彿地）激發而得關乎「其他自我-諸意識-諸意識對象」（作為「他我的單子/
單子他我」之「具體的其他超驗主體性/超驗他我」）之“再生未變樣最初給予激

發被動設定回顧再現的＂/「再生未變樣最初給予激發被動中性回顧再現的」作

為諸「再次-呈現」（「再次-現前」）的諸「呈現」（「現前」）而來相應的「再生未

變樣最初給予激發被動中性前再現的」諸「再次-呈現」（「再次-現前」）。 
 然而必需注意，在前述以「主體間共同化」首要且最低階段為例的說明裡，

我們之所以一再加上「似乎」這詞眼來對一種基於「源初被動的」或「再生源初

被動的」諸意識預設條件而來之「被動同感作用」進行表達，則無非是由於其中

仍有尚待商榷之處。而整個問題的核心關鍵，其實就環繞於以下幾個更進一步的

問題，簡言之：究竟由「原始感性」/「原始源初（生動）現前」沈積後聯想喚

起而來關乎「本身在那的形體」之「源初被動的」或「再生源初被動的」現實與

可能的諸「呈現」（「現前」），沈積後現實與可能地聯想喚起而來關乎「我的形體」

之「再生源初被動的」現實與可能的諸「呈現」（「現前」），其所以可能而更先行

預設的意識條件，即對「我的形體」之「源初被動的」（即「源初激發被動的」）

現實與可能的諸「呈現」（「現前」）是否可能？再者，究竟由關乎「我的形體」

之「再生源初被動的」現實與可能的諸「呈現」（「現前」）再沈積後「間接地」

聯想喚起而來關乎「自我-諸意識-諸意識對象」（作為「我的單子/單子自我」之

「具體的超驗主體性/超驗自我」）之「再生未變樣最初給予被動的」諸「呈現」

（「現前」），其所以可能而更先行「具體」預設的諸意識條件，即關乎「自我-
諸意識-諸意識對象」（作為「我的單子/單子自我」之「具體的超驗主體性/超驗

自我」）之「未變樣最初給予反思被動的」（即「源初激發反思被動的」或「未變

樣最初給予中性激發反思被動的」）諸「呈現」（「現前」），也即具體自我之未變

樣最初給予被動的（即「源初激發被動的」或「未變樣最初給予中性激發被動的」）

自身經驗/顯現，或即我的首先被動客觀化的自我之自身反思的未變樣最初給予

被動的（即「源初激發被動的」或「未變樣最初給予中性激發被動的」）經驗是

否可能？乃至於究竟作為其「反思對象」之未變樣最初給予被動的（即「源初激

發被動的」或「未變樣最初給予中性激發被動的」）具體自我本身（「自我-諸意

識-諸意識對象」）是否可能？ 
 據我們迄今關於「被動感性意識」諸意識發展階段方面的既有認識，在此首

先可以確定，未變樣最初給予被動的（即「源初激發被動的」或「未變樣最初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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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中性激發被動的」）具體自我本身（「自我-諸意識-諸意識對象」）當然存在，

況且若少了這些「被動感性意識」的基底，那些較高「主動理性意識」的存在便

成了不可能。其次則可確定，顯然「我的形體」是可被「源初被動地」（即「源

初激發被動地」）現實與可能地把握的，且對「我的形體」之「源初被動的」（即

「源初激發被動的」）現實與可能的諸「呈現」（「現前」），根本說來無非正是歸

屬於未變樣最初給予被動的具體自我本身（「自我-諸意識-諸意識對象」）之「源

初激發被動的」「被動感性意識」種類。然而，關乎「自我-諸意識-諸意識對象」

（作為「我的單子/單子自我」之「具體的超驗主體性/超驗自我」）之「未變樣最

初給予反思被動的」（即「源初激發反思被動的」或「未變樣最初給予中性激發

反思被動的」）諸「呈現」（「現前」），是否也確實可能呢？對此，只要我們不曾

忘卻，「反思」，既歸屬於「內在意向體驗」的意識種類，那麼當然就具有從「被

動感性意識」到「主動理性意識」的諸意識發展階段，且這即意味著，一切「主

動反思」都總是已經先行預設有相應之諸「被動反思」的基底，也正因此，我們

則似乎可說，未變樣最初給予被動的（即「源初激發被動的」或「未變樣最初給

予中性激發被動的」）具體自我本身（「自我-諸意識-諸意識對象」）是可被「未

變樣最初給予反思被動地」（即「源初激發反思被動地」或「未變樣最初給予中

性激發反思被動地」）把握的。何況若少了諸「被動反思」的可能性，不僅過去

那些關於「被動感性意識」諸意識發展階段之從「被動反思」到「主動反思」的

回溯探究都成了不可能，甚至過去那些關於「主動理性意識」諸意識發展階段之

從「被動反思」到「主動反思」的回溯探究也都成了不可能。 
 前述以「主體間共同化」首要且最低階段為例，而就早在作為「被動感性意

識」最低階段之「原始感性」/「原始源初（生動）現前」的規則化中已經伴隨

地存在的「被動同感作用」（注意，因此當是不帶有任何理性沈積意識條件而得

運作之「被動同感作用」）之所以可能的諸意識預設條件方面與「本身」運作過

程方面所進行之說明，在此看來，似乎也當能夠再行推廣至「主體間共同化」的

其他更高階段，但於此則不擬多論。然而，我們切莫以為，「主體間的同感作用」

（或廣泛而言「主體間的共同化」）究竟可在「多低限度」的意識預設條件下得

以運作發生此一根本重要課題，如此一來便獲得了真正充分的探明。因為，我們

確實不難從《觀念二》後的《C手稿》裡關乎作為「被動感性意識」最低階段之

「原始感性」/「原始源初（生動）現前」的規則化中已經伴隨地存在的「被動

同感作用」之接續的探討中，理解到胡塞爾所談及的看法，也即自我作為生動流

動存在的具體現前，在「同感作用的源初性」之中（in der Ursprünglichkeit der Einf
ühlung）具有著他者的共同現前-存在，且他者的存在，作為在自我中一種其他

生動現前的存在，是與自我不可相分離的132此一看法，未必非僅適合於說明一直

以來為我們所深入且廣泛探究的「成熟的人/成熟人類」之「成熟的超驗自我主

體/成熟的超驗諸自我主體」發展階段，其甚至還可適合用來回溯說明那些更早

的「未成熟的人/未成熟人類」之「未成熟的超驗自我主體/未成熟的超驗諸自我

                                                 
132 參見C-Manuskripte: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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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體」——胡塞爾曾於《危機》中提及，那些從教養他們的成熟且正常人類那裡

才學習認識到在對所有人而言的世界的完整意義上的世界（因而即文化世界）之

「意識諸主體」，屬其正作為我們的「諸類似東西」（Analogien）之「超驗性方

式」（Weise der Transzendentalität）必需且能夠經由「意向的諸變樣」（intentionale 
Modifikationen）而被歸予133。我們由此可知，那些「未成熟的人/未成熟人類」

也都具有著屬其之「未成熟的超驗自我主體/未成熟的超驗諸自我主體」——先

行發展階段，而這也就意味了，「主體間的同感作用」（或廣泛而言「主體間的共

同化」）究竟可在「多低限度」的意識預設條件下得以運作發生此一根本重要課

題，除了從「被動感性意識」到「主動理性意識」諸意識發展階段方面來進行探

究外，也必需更進一步從「未成熟的人/人類之超驗自我主體/超驗諸自我主體」

到「成熟的人/人類之超驗自我主體/超驗諸自我主體」諸發展階段方面來加以探

討解析。 
 胡塞爾，當然也清楚地洞悉到了這種更進一步考察工作的根本重要性，這點

可從他於更後來《主體間性的現象學第三部》裡所探及之「首要的同感作用」（erste 
Einfühlung）此一問題134而獲得證實，且在他看來，這種更進一步的考察工作，

顯然仍必需以「成熟的人/人類之超驗自我主體/超驗諸自我主體」對「未成熟的

人/人類之超驗自我主體/超驗諸自我主體」施以「平行類比的」「同感作用」方式

才能得到進行135。然而，「首要的同感作用」究竟在「未成熟的人/人類之超驗自

我主體/超驗諸自我主體」的哪個發展階段上便已可最初地發生形成呢？若按胡

塞爾於《主體間性的現象學第三部》裡所嘗試作出的初步觀察，似乎直到「胎兒」

（mutterleibliche Kind）出生成為「襁褓中的嬰兒」（Wickelkind）或即「新生兒」

（neugeborenes Kind）之後的很晚階段，那些業已論及作為「同感作用」可能性

預設條件之「諸功能意識」才達至完備，且因而才致使「首要的同感作用」得以

發生形成136。我們若輔以「發展生物學」（developmental biology）與「發展心理

學」（developmental psychology）的相關研究作為補充參考——雖說胡塞爾至少

早在《主體間性的現象學第三部》時期就已提出「生物學的發生」（biologische 
Genesis）與「心理學的發生」（psychologische Genesis）兩個研究方面的重要性，

且甚至已就此二方面著手展開了諸多的初步考察，但是在超驗現象學看來，這兩

種「發生」畢竟都是「在世界性中的人/人類的構成發生」137，故而在此，我們

勢必需要針對作為補充參考之「發展生物學」與「發展心理學」的全部相關研究，

再進行一種「超驗的理解轉換」才行——，那麼此產後發展很晚階段之未成熟的

形態，則約略處於「幼兒」到「早期兒童」之間。根據皮亞傑《發生認識論原理》

一書的闡述，「幼兒」起初既不具有「自身意識」（consciousness of self），也不具

有「內部給予材料」（data given internally）與「外部給予材料」（data given externally）

                                                 
133 參見Krisis:191。 
134 參見Intersubjektivität dritter Teil:604-8。 
135 參見Intersubjektivität dritter Teil:172-3。 
136 參見Intersubjektivität dritter Teil:604-5。 
137 參見Intersubjektivität dritter Teil:172-3。 

 158



 

間的固定分界，且這種「非二元論」（adualism）將持續到「自身建構」（construction 
of the self）在與「其他東西」的相應與相對中成為可能時。換言之，在「幼兒」

的原初宇宙（primitive universe）裡，雖說「幼兒」也把所有東西都關聯於其身

體，彷彿其身體是原始宇宙的中心（作為一個對自身無意識的中心），但這種「基

本中心化」（fundamental centring）無論如何卻是在「主觀東西」（the subjective）

與「客觀東西」（the objective）間的完全非區分化的情形中所進行的，且清楚地，

是一種既非「主體」也非「客體」的實在性結構（structure of reality）在將於後

來被區分化為「主體」與「客體」的東西之間提供出了唯一可能的連結——「活

動」（action），且只要每一「活動」仍然形成小的獨立整體，那麼由於它們唯一

共同且固定的參照只能是「身體本身」（the body itself），因而一種朝向「身體本

身」的「自動中心化」（automatic centring）就會繼續發生（雖說這種「自動中心

化」既非有意的，也非有意識的）。而相較於上述那種缺乏「主體-客體」區分化

的情形，「主體」，唯有在後來階段中藉著「自由協調其諸活動」（by freely 
co-ordinating his actions）才肯定了自身，「客體」，則將僅只作為其順從或阻抗一

種連貫系統中之諸運動或諸位置的諸協調作用（as it complies with or resists the 
co-ordinations of movements or of positions in a coherent system）而被構成。換句

話說，「主體的諸活動間的協調」，預設著超出存在於「外部客體」與「身體本身」

間直接行為相互作用之「主動能力」（the initiative），「主體的諸活動間的協調」——

與被「主體」歸因於實在性之空間-時間的與因果的諸協調不可分離——，是「主

體-客體」區分化與在物理諸活動水平上的去中心化過程（the decentring process on 
the level of physical acts）之起源。當然，從不具穩定「主體-客體」區分化之初

始非協調的初級諸活動階段到具穩定「主體-客體」區分化之協調的諸活動階段，

是需要一個相當長的進展期間的，因為約略直至出生後第九個月結束到第十五個

月底之間，這種皮亞傑稱為「哥白尼式革命」之「諸活動不再以主體的身體本身

為中心的進展轉變」，才明確穩定地發生了。於是，「主體」的身體開始被認作是

處於一個空間中的其他東西間的一個「客體」，且通過一個開始意識到自身是諸

活動根源（且因而是認識根源）的「主體」之主動協調，諸活動也被關聯起來了，

且由於協調諸活動同時不可分離地也意味著是移動諸「客體」，故只要這些位移

（displacements）得到協調，「位移群」（group of displacements）因而被逐步進展

地形成，那麼給與諸「客體」以確定繼起諸位置的安排就成為可能，且「客體」

因 此 獲 得 了 一 種 確 定 的 「 空 間 - 時 間 的 持 久 性 」（ a certain spatio-temporal 
permanence），而這又進而引起了諸因果關係本身的空間化與客觀化。而如此一

種需要「客體」逐步進展的實體化（substantification）之「主體-客體」區分化，

則確實說明了整體的觀點倒轉，這種整體的觀點倒轉導致了「主體」將其身體認

作是一個空間-時間的與因果的宇宙中其他東西之間的一個「客體」，且其在怎樣

程度上學習去有效地活動，其就在怎樣程度上成為了此宇宙的一個整合部分138。

然而此處，最為我們所關注的畢竟還是，皮亞傑確曾於《發生認識論原理》中指

                                                 
138 參見The Principles Of Genetic Epistemology: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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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在「幼兒」的原初宇宙裡並不包括持久的「客體」，而直到「幼兒」對「作

為人的其他東西/他者」（other as person）之興趣出現時，才形成了被認作「像人

這樣的持久存在東西」之「首要的客體」（the first object considered as permanent 
being such person）139。因為正是從這樣的闡述觀點出發，我們便會即刻進而設

想到：這難道就是作為「同感作用」可能性預設條件之「諸功能意識」可達至完

備而使胡塞爾所言「首要的同感作用」得以發生形成之「最低階段」嗎？基本上，

皮亞傑對於「幼兒」何時能夠開始理解把握作為「像人這樣的首要的空間-時間

持久存在客體」所觀察估算出的時間階段，若相較於其他發展心理學家的實驗觀

察結果——諸如晚於《發生認識論原理》幾近二十年，由莫勒夫婦共同整理撰寫

的《嬰兒的感官世界》一書所包括之關於「嬰兒/新生兒」與「幼兒」的生物發

展與心理發展的諸多新近研究140，或如早於《發生認識論原理》幾近二十年，由

赫洛克整理撰寫的《發展心理學》一書所包含之關於「嬰兒/新生兒」與「幼兒」

的生物發展與心理發展的諸多過去研究141——，則呈現大致交疊符合的情形，但

無論如何，我們切莫將「幼兒」能夠開始理解把握「像人這樣的首要的空間-時
間持久存在客體」的時間階段，即刻就認作「同感作用」可能性預設條件之「諸

功能意識」可達至完備而使「首要的同感作用」得以發生形成之「最低階段」。

因為正如赫洛克於《發展心理學》一書中所指出過的，「幼兒」區分「自身」與

「他人」的能力，直到其出生後的第一年後半才會出現，且由於「幼兒」首先意

識到的僅是「自身」與「他人」的「物理外觀」（physical appearance），故其首先

區分出的「自身」與「他人」只是「物理的自身」與「物理的他人」。而要到較

晚的後來階段，「幼兒」才能意識到「自身」的「能力」（abilities）與「弱點」

（weaknesses），我們也因此不難進而設想到，「幼兒」或許當能在這樣的前提條

件基礎上，更進一步形成對「他人」的「能力」與「弱點」之「同感作用」，且

因而得以區分出「心理學的自身」與「心理學的他人」。不過，據赫洛克所強調，

雖說「幼兒」約於出生後的第八個月底左右，已能在有關表明出一種對「他人」

臉部表達的理解之方式中，回應「他人」的情感行為，但甚至直到「幼兒期的結

束」（約為出生後第二十四個月底），都少有證據可以證明「幼兒」已能理解其從

「他人」那裡所觀察得到的東西之潛在意義（underlying meaning of what he 
observes in other）142。由此可見，「幼兒」能夠開始理解把握「像人這樣的首要

的空間-時間持久存在客體」，似乎只是意味了首先達到「物理的自身」與「物理

的他人」之間的區分，而仍未真正達至「心理學的自身」與「心理學的他人」之

間的區分——胡塞爾，也確曾於《主體間性的現象學第三部》裡提起，「幼兒」

很晚才具有帶有空間形體的空間與作為在其空間領域中的形體之母親，且這「首

要的母親」（erste Mutter）是作為同一東西（Identisches）、再次認識的東西

（Wiedererkanntes）與作為就渴望的充實而言之「預設」（„Prämisse“ für die 
                                                 
139 參見The Principles Of Genetic Epistemology:20。 
140 參見《嬰兒的感官世界》：151-5、159-74、180-6、278-282。 
141 參見Developmental Psychology:138-9、142-8、160-2。 
142 參見Developmental Psychology:133、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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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füllung des Begehrens），而當她臨近出現且存在這裡時，這種渴望的充實就會

發生，但於此處卻仍沒有任何「同感作用」（noch nichts von Einfühlung）143——，

因為假若真正達至了「心理學的自身」與「心理學的他人」之間的區分，那麼似

乎就已進入了「同感作用」可能性預設條件之「諸功能意識」可達至完備而使「首

要的同感作用」得以發生形成之「最低階段」。然而，究竟何時才能進入這種「首

要的同感作用」得以發生形成之「最低階段」？就此，赫洛克《發展心理學》一

書中的相關討論，顯然仍可提供我們作為進一步的探究參考，尤其是那種發生在

出生後約滿三歲的「早期兒童」身上的「同情作用」（Sympathy）。赫洛克表示，

「同情作用」需要一種對「他人」的「感覺」（feelings）與「情感」（emotions）

之理解，而一個出生後約滿三歲的「早期兒童」，已會偶爾「同情地」回應藉由

諸如綁著塗有碘酒的繃帶與傷痕而顯露出痛苦之「他人」，或是遭遇物理/身體方

面困境的「他人」，諸如一個從腳踏車上摔落下來或被其他「兒童」所攻擊之「兒

童」，並且，也已會藉由諸如嘗試去幫助「他人」、保護遭遇痛苦的「他人」、警

告且告訴其他人關於某個「他人」正遭遇著痛苦與提出解決方法來顯示其「同情

作用」，但是，諸如嘲笑一個正遭遇著痛苦的「他人」此種「不同情的」回應，

確實偶爾也會發生144。從這些關乎出生後約滿三歲的「早期兒童」身上所發生的

「同情作用」之經驗觀察看來，我們於是可以大致肯定，「同感作用」可能性預

設條件之「諸功能意識」可達至完備而使「首要的同感作用」得以發生形成之「最

低階段」，約略就處於「中晚期幼兒」到「早期兒童」之間。 
 至此，對「同感作用」發生形成的整體機制可說已獲致了一種初步的基本認

識，但是，我們尚不曾考量過，「同感作用」之所以可能的諸意識預設條件的運

作過程，是否僅只限於對「自我與其他的身體形體」的「視覺構成意識」這樣一

種發展取向？因為，我們確實不難從胡塞爾於《主體間性的現象學第三部》所提

起之作為「人際溝通中介」的「身體表達」與「語詞表達」（Wortausdruck）的相

關看法中145，以及「幼兒」從「母親」所顯示出來作為「指示」、作為「表示」

而被理解的「聲音」（von der Mutter gesprochene Laute als Verweisungen, als 
Zeichen verstehen）而開始逐漸模仿學習各種「語詞表達」的相關看法中146，見

到了「語詞表達」，或更為基本且初始而言之「聲音表達」，多少有助於強化由對

「自我與其他的身體形體」的「視覺構成意識」此一發展取向而來的「同感作用」

之運作，且甚至「或許」還能為「同感作用」之所以可能的諸意識預設條件的運

作過程帶來新的可能性，也即一種由對「自我與其他類似自我的聲音」的「聽覺

構成意識」此一新的發展取向而來的「同感作用」之運作。其實這樣的觀點，也

至少早在《觀念二》中就已被胡塞爾所論及過，他說據他自己的觀察，在「幼兒」

已經具有或能夠具有一種在「屬其的視覺的身體」與「其他的視覺的身體」間之

「感覺的類比」以前，在「幼兒」能夠承認「他者」是一個觸覺的身體、一個體

                                                 
143 參見Intersubjektivität dritter Teil:605。 
144 參見Developmental Psychology:221。 
145 參見Intersubjektivität dritter Teil:663-5。 
146 參見Intersubjektivität dritter Teil:6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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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化著意志的身體以前，「似乎」「幼兒」「自身產生出的聲音」，還有「聽到的類

似聲音」，已經提供了「自我的客觀化」或「另一個自我的形成」之「首要的橋

樑」147。若相較於胡塞爾晚期大量闡述由對「自我與其他的身體形體」的「視覺

構成意識」此一發展取向而來的「同感作用」之運作的實際情形來看，由對「自

我與其他類似自我的聲音」的「聽覺構成意識」此一新的發展取向而來的「同感

作用」之運作的可能觀點，畢竟始終仍僅保持作為一個潛在的課題而未得到真正

充分的觀察與討論。這是出於胡塞爾受限於時間因素而力有未逮嗎？還是由於胡

塞爾已轉為不支持這種可能觀點？對此我們暫且無從認定，這仍有待我們未來更

進一步的探索。 
雖說過去一直為我們整個探究工作所忽略之「主體間意識共同化的構成認識

如何可能」此一重要環節課題，在歷經前述一系列關乎「超驗的」「同感作用」

發生形成的整體機制之深入考察後，似乎可算是已初步地獲得了一種概括的理

解，但這卻並非表示一切問題就至此而結束。因為很快地，我們便又重新發現到

關乎「主體間意識共同化的構成認識如何可能」的另一個根本疑難：「超驗的」

「同感作用」，按我們過去所理解，其既是作為經由「被動想像的」「彷彿」諸「結

對作用/結對聯想」而來的相應「被動想像的」「彷彿」諸「激發」之「超驗的」

「被動同感作用」，或是作為經由「被動想像的」「彷彿」諸「結對作用/結對聯

想」且進而有所被動想像地（彷彿地）激發而來的相應「主動想像的」「彷彿」

諸「朝向」、甚或相應「主動想像的」「彷彿」諸「採取設定/表態」之「超驗的」

「主動同感作用」，那麼，其又「如何」能如過去所言作為「超驗的」「對他者的

知覺/對其他自我的知覺」或「超驗的」「對諸他者的知覺/對諸其他自我的知覺」

之「超驗的」「同感作用」呢？甚或至今更「具體」言之，其「如何」能作為「超

驗的」「對具體的其他超驗主體性的知覺/對具體的超驗他我的知覺」或「超驗的」

「對具體的諸其他超驗主體性的知覺/對具體的諸超驗他我的知覺」之「超驗的」

「同感作用」呢？其實，這樣一個關乎「主體間意識共同化的構成認識如何可能」

的根本疑難，也無非正是過去早已提出之超驗自我或超驗自我主體能否「有真實

根據地」藉由「超驗同感作用」類比地構成超驗他者或超驗他者主體乃至於超驗

我們或超驗的主體間性此一根本難題，或至今更「具體」而言，也即具體的超驗

自我或超驗自我主體能否「有真實根據地」藉由「超驗同感作用」類比地構成具

體的超驗他者或超驗他者主體乃至於具體的超驗我們或超驗的主體間性此一根

本難題。正如我們過去已知，直至《危機》時期，胡塞爾也似乎仍未真正徹底解

決此一根本難題，雖說相關的說明大抵都相當簡略，但這還是可以清楚地從他對

此一根本難題抱持著時而質疑、時而肯認的反覆態度中見出。然而，若相較於《危

機》相關說明的簡略，我們反倒可從稍早的《主體間性的現象學第三部》更為詳

盡的先行相關說明裡，發現到此一根本難題得以解決的可能線索。大致說來，在

《主體間性的現象學第三部》裡，胡塞爾對此一根本難題加以反覆考察的基本方

向，顯然仍不外是「想像」在「同感作用」中所可能發揮的角色功能問題，雖然

                                                 
147 參見IdeenⅡ:95-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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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的討論似乎也同樣是未決的，但我們確實不難從一些關鍵表達裡進而發現解

決此一根本難題的可能端倪。胡塞爾首先考量過「同感作用」作為「設想入他者」

（Sich-in-den-Andern-hineindenken），或即作為「想像入」（Hineinphantasieren）

之可能性148，但當時卻對於這種原則上非源初經驗可證實之「同感的統覺假定」

（apperzeptive Präsumption der Einfühlung）149，是否真能具有其「有效性」存疑
150；其次則考慮過，「同感的再現」不是「想像」，而是「存在有效性」，但「同

感的再現」又類似地如同（ähnlich wie）作為「彷彿的」「存在有效性」之「想

像」151，且那時已開始思及「同感作用」作為「知覺的虛構」（perzeptive Fiktion）

之可能性152；再其次又思考過，自我需要經由「想像轉變」，才能將「其他形體」

認識作為「其他身體」、作為「我的身體的類似化」153，由是可知，此時胡塞爾

當是傾向於肯認「同感作用」作為「想像轉變」。我們從上述這些關鍵的表達裡，

並不難看出胡塞爾「似乎」愈益傾向於肯認，「同感作用」當具有其「存在有效

性」，「同感作用」很可能當是「知覺的虛構」。這樣的情形，若拿來與我們早先

關乎「同感作用」「本身」的運作過程所作出的深入考察相比較，便即刻顯出了

其間相符之處。因為只要我們不曾忘卻，「超驗的」「同感作用」「本身」，作為「超

驗的」「類比化/類似化的統覺/統握」（「附現」/「使-共同-現前」），屬其之「想像

轉變」的連續變樣的完整過程，並非僅止於再次「單純重複」而「中性變樣」之

「回顧再現的想像再現」，以及再次「單純重複」之「回顧再現的想像再現」就

已足夠，它總是必需隨後通過再次「重複自由變更」之「前再現的想像再現」方

可能完成，而這種屬「超驗的」「同感作用」「本身」之「想像轉變」的連續變樣

的完整過程，若按我們過去所理解，難道不也能是一種「知覺的想像」嗎？！且

必需注意，屬「超驗的」「同感作用」「本身」之「想像轉變」的連續變樣的完整

過程，顯然也當能是一種「中性意識的想像」。但是，這樣的論斷似乎仍顯得失

之過快了。因為，若我們能對「通常的」「附現」（諸如過去早已被論及的例子：

當我們看著一個物的「正面」時，這個物的「背面」也始終且必然地伴隨著「附

現」）與「同感的」「附現」此二種「附現」間的基本特性差異更為留意，那麼就

不會將過去確切說來僅偏重於屬「通常的」「附現」之「知覺的想像」（顯然也當

有屬「通常的」「附現」之「中性意識的想像」）的認識理解，在此隨便地完全套

用到屬「同感的」「附現」之「知覺的想像」（顯然也當有屬「同感的」「附現」

之「中性意識的想像」）上頭。而此二種「附現」間的基本特性差異，其實即在

於「通常的」「附現」所「附現」出的東西（諸如物的「背面」），是一種「原來

可被直接地意識把握的東西」，而「同感的」「附現」所「附現」出的東西（諸如

「其他自我-諸意識-諸意識對象」，或即作為「他我的單子/單子他我」之「具體

                                                 
148 參見Intersubjektivität dritter Teil:250。 
149 參見Intersubjektivität dritter Teil:254。 
150 參見Intersubjektivität dritter Teil:258。 
151 參見Intersubjektivität dritter Teil:359。 
152 參見Intersubjektivität dritter Teil:360-1。 
153 參見Intersubjektivität dritter Teil: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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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他超驗主體性/超驗他我」），卻是一種「原來不可被直接地意識把握的東

西」。由此可知，屬「通常的」「附現」之「知覺的想像」所「知覺地想像」出的

東西（顯然也當有屬「通常的」「附現」之「中性意識的想像」所「中性意識地

想像」出的東西），當仍是一種「原來可被直接地意識把握的東西」，而屬「同感

的」「附現」之「知覺的想像」所「知覺地想像」出的東西（顯然也當有屬「同

感的」「附現」之「中性意識的想像」所「中性意識地想像」出的東西），卻當仍

是一種「原來不可被直接地意識把握的東西」。然而，是否由於「同感的」「附現」

或屬「同感的」「附現」之「知覺的想像」（顯然也當有「中性意識的想像」）所

「附現」出的東西或「知覺地想像」出的東西（顯然也當有「中性意識地想像」

出的東西）是一種「原來不可被直接地意識把握的東西」，就表示其必定「缺乏

真實的認識根據」呢？對此，我們的所嘗試的回答將是：「本身在那的形體」（「感

性的身體形體」/「表達的身體形體」）（當可包括「本身在那的聲音」：「聲音表

達」/「語詞表達」），其不僅作為「同感的」「附現」或屬「同感的」「附現」之

「知覺的想像」（顯然也當有「中性意識的想像」）所以可能的開端動機意識條件

之「可被直接地現實與可能地經驗把握的對象」，其同時還作為「可被直接地現

實與可能地經驗把握之超驗主體間相互溝通的表達中介對象」，而「附現」或「知

覺地想像」（顯然也當有「中性意識地想像」）出「原來不可被直接具體地意識把

握的具體的其他超驗主體」之「同感的」「附現」或屬「同感的」「附現」之「知

覺的想像」（顯然也當有「中性意識的想像」），則顯然也不僅能基於對「本身在

那的形體」（「感性的身體形體」/「表達的身體形體」）（當可包括「本身在那的

聲音」：「聲音表達」/「語詞表達」）之「直接的」現實與可能的諸經驗所「間接

地」動機引起而來，其同時也猶能基於可被「直接地」現實與可能地經驗把握的

超驗主體間相互溝通的表達中介對象之「超驗主體間相互的表達溝通」而被「間

接地」證實。而正是在這樣的理解意義上，我們似乎可說，「超驗的」「同感的」

「附現」或屬「超驗的」「同感的」「附現」之「知覺的想像」（顯然也當有「中

性意識的想像」），當可「有間接認識根據地」或即「有間接的直接認識根據地」

作為「超驗的」「對具體的其他超驗主體性的知覺/對具體的超驗他我的知覺」（顯

然也當有對具體的其他超驗主體性的中性意識/對具體的超驗他我的中性意識）

或「超驗的」「對具體的諸其他超驗主體性的知覺/對具體的諸超驗他我的知覺」

（顯然也當有對具體的諸其他超驗主體性的中性意識/對具體的諸超驗他我的中

性意識）之「超驗的」「同感作用」——這或許正是胡塞爾曾於《主體間性的現

象學第三部》裡所嘗試提出，「同感作用」當然不能是「假定」（Hypothese），「存

在意義之本質固有的統覺-轉載」（wesenseigentumliche Apperzeption-Ubertragung 
des Seinssinnes），若鑑於「設定」（Position），則當是真正的「附設定」（Adposition），

或更好地稱為「超設定」（Transposition）（顯然也當有鑑於「彷彿/虛擬設定」之

真正的「附彷彿/虛擬設定」，或更好地稱為「超彷彿/虛擬設定」）之真正的理由

根據154。 

                                                 
154 參見Intersubjektivität dritter Teil:251-2-註)1。 

 164



 

 
 
 
 
 
 
 
 
 
 
 
 
 
 
 
 
 
 
 
 
 
 
 
 
 
 
 
 
 
 
 
 
 
 
 
 

 1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