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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時間性與發生性 

 

在《主被動綜合解析》的脈絡中，「觸發」概念是在「內在時間意識」的這

個主題裡，談論作為一種聯想的觸發，以及作為一種喚醒的觸發。所以時間意識

的問題在文章的脈絡中也是要被說明的部分。因為如果內在時間意識的問題不澄

清，我們不能具體掌握「現在」、「過去」甚至於是「未來」，那麼在聯想的主題

之下我們就無法提及「喚起」（awakening）。所以在聯想的主題下，內在時間意

識的一些重要概念，像是「原初印象」（primordial impression）、「持存」（retention）、

「前攝」（protention），以及他們之間的關係等等，都需要被討論。胡塞爾自己說

到：「聯想的現象學是原初時間構成學說的更高的續篇」。69 從這個研究方向來

看，時間意識將成為這個研究中重要的部分。 

再者，在考慮同時對我們產生觸發的與料之間，何者具有觸發的優先性的時

候，胡塞爾說到：  

何者給予了這單一突顯的與料觸發的優先性呢？在此交互連結中，這個單

一的與料為了其觸發的力量，是基於其他的與料（the single datum is 

dependent upon the others），如同其他的與料是基於這個單一的與料。我們

站在觸發傾向的相對主義（relativism）之中。而問題是，有什麼法則（…）

可以在此勝出（prevail）？在最低發生層次的考慮中，我們以抽象的方法

來系統地闡述（formulate）這個必然是為了系統的發生現象學（for a 

systematic phenomenology of genesis）的問題。70  

也就是說，若想了解在質素場中，各種感性與料互相抑制（repression）與突顯，

必須要考慮發生現象學的方法；甚至，關於觸發現象學研究的目的，是為了揭示

系統的發生現象學。所以這一章說明胡塞爾時間性以及發生性的概念。 

 

                                                 
69 Analyses., p.163. 
70 Analyses., p.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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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胡塞爾的時間意識 

1、胡塞爾時間分析的特徵 

提到「時間」，或許首先可以想到的，是關於物體運動的問題。藉由物體在

空間中移動，從 A 點移動到 B 點，這樣的過程具有時間上的「期間」，於是我便

說我掌握到時間。另外，因為事物的變化，像是花開花落，或是日升日落，我有

一種時間遞嬗的感覺。「因此，當我們還沒有辨明任何變化（…）我們就會不知

道時間的存在，相反，當我們感覺到並且辨明了變化時，我們就會說時間已經過

去了。因此顯然，若沒有運動變化，也就不會有時間（…）時間既不是運動，又

不能沒有運動」。71 因為我可以藉由運動變化而掌握到「時間」這個概念，所以

便可以用時鐘以及月曆來描述和確認時間。這種時間「是公共性的，並且也可以

被檢驗；我們可以用時鐘來測量一個歷程所需要的時間，我們也都會同意這個測

量。被如此測量的時間落在世界之中，在我們所棲居的公共空間中」。72 

然而，就胡塞爾現象學來說，「時間」的討論不是關於在世界中客觀事物的

生成變化，而是根據這種生成變化的現象，自我所產生的「時間感」，或說是時

間經驗。這種主觀的時間經驗是什麼呢？在《內在時間意識現象學》的一開始，

胡塞爾便提到了奧古斯丁的《懺悔錄》中關於時間的解釋。這是一個不同於以客

觀事物的生成變化來討論時間問題的進路，胡塞爾直接稟承奧古斯丁的路線。「奧

古斯丁發現，我們不僅用時間來測量運動，也用時間來測量靜止，因此不能用運

動的方面說明時間，相反運動倒要從時間那裡才能得到闡明。正是在這裡，奧古

斯丁邁出了決定性的一步，這就是從心靈的視角出發把時間規定為人的思維的三

種功能：期望、注意和記憶」。73 而這個期望、注意和記憶的意識功能，也就是

我們內在時間經驗的形式。 

在《內在時間意識現象學》的導論中，指示了時間的現象學其研究起點與特

徵，就是對於「客觀時間的懸擱」（suspension of objective time）。「正如在任何其

他這類分析中一樣，是把關於客觀時間（關於存在物的所有超越的預設前提）的

各種假定、約定、或信念的徹底排除（exclusion）（…）正像實在的事物或實在

                                                 
71《亞里士多德－物理學 論生成和消滅》，台北市，慧明出版社，2002。頁：123。 

72 羅伯．索科羅斯基，《現象學十四講》。譯者：李維倫。台北市：心靈工坊文化出版，2004。

頁：130。 
73 方向紅：〈意識與時間－胡塞爾的《內時間意識現象學》〉，《中國現象學與哲學評論 第五輯》，

上海譯文出版社。頁：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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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世界不是現象學的材料一樣，世界的時間、實在的時間、自然科學意義上的自

然時間，也不是這樣的材料」。74 然而這個「懸擱」是什麼意思呢？胡塞爾認為，

因為空間以及時間有許多明顯以及重要的相似之處，所以胡塞爾把這種對「客觀

時間」排除的方法，類比於對「空間」的分析。或是更普遍地說，是對於「知覺」

的分析。75 

空間意識屬於現象學的給予領域，即空間意識正是一種體驗，作為知覺和

想像的「空間直覺」正是在其中發生的。當我們睜開雙眼時，我們就會看

到客觀的空間——這意味著（正如反省的觀察所表明的那樣）我們具有關

於感覺的視覺內容（visual sensation-contents），這種感覺確立了關於空間

的直覺（appearance of space），關於以這種或那種方式排列而存在的事物

的顯現。如果我們把所有超越於（beyond）被給予之物的「賦意」

（interpretation）「抽象」掉，並把知覺顯現（perceptual appearance）「還

原」到最初給予的內容（primary contents），那麼這個最初給予的內容就

會產生「視覺場的連續」（continuum of the visual field），它是某種「擬-

空間」（quasi-spatial）的東西。76 

如果就空間來說，我們的確有一些視覺的經驗內容，但是我們平常都會藉由意識

的「賦意」（interpretation；Deutung）能力，或是「立義」（apprehension；Auffassung）

                                                 
74 胡塞爾：《內在時間意識現象學》，楊富斌譯。北京市：華夏出版社，2000。頁：6。 
75 1904/05 的時間現象學的分析，是以「現象學以及知識理論的諸要點」（Important Ponits from the 

Phenomenology and Theory of Knowledge）為標題的冬季課程的第四部分。這個冬季課程主要
討論四個主題：「關於知覺」（On Perception）、「關於注意」（On Attention）、「關於想像」（On 

phantasy）、「關於時間的現象學」（On the Phenomenology of Time）。胡塞爾在空間意識以及時
間意識的基礎之上所做的「現象學地被給予的領域」（the domain of what is phenomenologically 

given）以及「客觀性的領域」(the domain of objectivity)的區分，可以更一般地解釋為，在關於
「知覺」（perception）的分析中，「被體驗的」（what is experienced）以及「被知覺的」（what is 

perceived）之間的區別。而此時術語的使用上，這個「被體驗的」可以說就是所謂「真正內在
的內容」（really immanent content）或「真正的知覺內容」(real content of perception)，或就稱
之為「內容」，意思應該是指未涉及、或是抽離「立義」的內容；而相對來說，「被知覺的」，
可說是「內在的內容」(immanent content)、「意向的知覺內容」(intentional content of perception)，
或稱作對象(object)或是意向相關項（noema）。參考 Kortooms, Antonie, 2002. p.1, 5, 6, 23~25. 以
及《現象學的觀念》，頁：18。 

76《內在時間意識現象學》，頁：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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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的能力，超越了直接給予我的原初內容，或是感覺材料，而指向一個超越的

對象本身，但是這些都不是現象學的材料。78 只有當我們把所有超越於被給予

之物的「賦意」（interpretation）「抽象」掉，抽離意識的意向能力，只留下「立

義內容」（apprehension-content），並把知覺顯現「還原」到最初給予的內容，我

們才能夠得到「現象學的材料」。所以可以簡單的說，胡塞爾對客觀空間進行了

兩個步驟的處理，「抽象」（abstraction）以及「還原」（reduction）。藉由這兩個

步驟所發現的，是「諸如並置、吻合、滲透之類的關係，以及圍繞著視覺場的一

部份的連續線條，以及諸如此類的東西」。79 

就時間來說，同樣可以類比於對客觀空間所運作的兩個步驟。 

首先如果我們從所顯現之物中抽象出來，接下來這些真正的經驗元素就會

為了現象學分析而被保留，包括：「時間的立義」（temporal apprehensions；

Zeitauffassungen）；「立義所掌握到的內容」（the content upon which the 

apprehension seizes）；「由此內容的立義所產生的顯現」（the appearance that 

results from the apprehension of the content）。接下來，如果進行了「還原到

內容」的步驟，所保留下來的就是個「擬-時間場」（quasi-temporal field），

類比於空間意識中的「擬-空間場」。80 

所以胡塞爾的時間現象學分析，一開始便要把客觀時間區分出來。就像是我

們平常都把時間當作是個客觀的點，例如：昨天晚上十一點半我上床就寢，今天

早上八點我起床，而在未來的中午十二點，我將有個約會。當我對時間做出這樣

的陳述的時候，我似乎是把時間類比成空間，想像在客觀的時間中，存在著現在、

過去、未來的時間點。但是胡塞爾並不是要討論這種客觀時間。反之，聲音的分

                                                 
77 在這個時期的文本中，關於「賦意」（interpretation；Deutung）以及「立義」（apprehension；

Auffassung），似乎是相似的字眼。Toine Kortoom 的說明是：「藉由這個立義（apprehension），
知覺成為一個意向經驗，也就是，指向一個對象的經驗。這個立義，或用另外一個胡塞爾也使

用的詞，賦意（interpretation），讓這個真正的知覺內容，成為這個相對應的對象環節的顯像」。
Kortooms, Antonie, 2002. p.6.  

78 就 Antonie Kortooms 的說明，胡塞爾在 1904/’05 年的課程中，尚未把「意向對象」（intentional 

object）當作是現象學分析的材料，而到 1906/’07 年的課程中才「意向對象」當作現象學的材
料。Kortooms, Antonie, 2002. pp.25~26. 

79《內在時間意識現象學》，頁：7。 
80 Kortooms, Antonie, 2002. 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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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可以說是胡塞爾對於時間分析最常用的例子。當一段音樂在我的意識中呈現的

時候，我先排除這個音樂作為世界中現實存在的意義，我不管這個音樂是在幾點

幾分聽到的，也不管這段音樂在客觀時間上延續了五分鐘或是十分鐘。我要問的

是，我怎麼掌握到這一段音樂的，它怎麼作為一段延續的音樂讓我掌握？ 

在關於空間的說明中，所要抽象掉的是對於超越原初給予內容的賦意

（interpretation），而還原到最原初給予的內容。但是在時間的說明之中，胡塞爾

所導出的結論是：「現象學的材料是對時間的立義（apprehension），是對客觀意

義上的時間出現於其中的體驗的立義。同樣，現象學意義上所給予的是體驗的要

素（moments），它尤其建立了對諸如此類的時間的立義，並因而倘若有機會，

還會建立特殊的時間內容」。81 由於我們無法直觀到時間，我們只能掌握到時間

的內容以及對象構成的形式。或許可以更直接地說，胡塞爾所做的工作，便是反

省並闡述時間客體構成的這種意識能力以及其形式。就以一段音樂為例，在我意

識中呈現的是一個個音符所呈現的「連續的聲音」，也就是連續的感覺，而不是

一個音符接著一個音符的這種「聲音的連續」的呈現。「說刺激是持續的，這並

不是說這種刺激被感覺到是持續的，而是這種感覺也在持續。感覺的綿延和綿延

的感覺是不可同日而語的。對於感覺來說同樣如此。感覺的接連發生與接連發生

的感覺是兩種不同的東西」。82 也就是說，如果我們沒有對時間「立義」的能力，

無法對客觀意義的時間中所出現的體驗作出立義，我們也無法具有連續或是運動

變化的知覺。就如索科羅斯基（Sokolowski）所說的： 

作為現象，客體時間卻是依賴著內在時間的（…）只有在我們的主體生活

中，我們經驗到心理活動的依序發生，世界上的事物才可以用時鐘與日曆

來衡量，才能夠被經驗為一種持續。如果我們不預期也不記起，就無法把

世界上發生的過程組織成時間的模式。當我們要試著給世界時間現象學的

描述，就不得不把內在時間的結構當成是這種時間的條件。只有因為我們

擁有主體性的內存時間，客體時間才得以向我們顯示。83 

於是現在把焦點轉向，從被給予之物轉向這個被給予之物所被給予的樣式。就一

段音樂來說，我開始關注聲音的「流動」方式和綿延模態，這樣就進入時間性的

                                                 
81《內在時間意識現象學》，頁：7～8。 
82《內在時間意識現象學》，頁：15。 
83《現象學十四講》，頁：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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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了。 

2、原初印象、持存以及前攝 

在說明了胡塞爾時間現象學的特徵之後，我不需要去詳述胡塞爾「時間現象

學」以及胡塞爾使用的概念的發展，我只需要簡單地說明一些術語，例如：原初

印象、持存、前攝等等，作為之後分析的準備便已經足夠了。 

在上文中已經說明了時間連續的感覺並不能藉由外在事物的連續性來說

明，就好像紅蘋果的「紅」的性質，透過光線折射而讓我有一種「紅」的感覺這

種說法。如果說連續的感覺是因為我在每個當下回想起過去的片刻，這也無濟於

事，因為這樣仍然是把每個當下看作是一個個的片段，依舊無法說明我們所體驗

到的連續的感覺，「所以我們對現下的經驗並不像一支刀片的鋒口，只是細細的

一點點，而是像馬鞍的弧形一樣，中間有突出的部分，也有向著兩邊延伸的部分。

在知覺中給予我們的，不但有著在現下凸顯的部分，也有周緣蔓生而去的部分」。

84 現象學為了說明這種時間的結構，而有「活生生的當下」（living present）的

概念。「活生生的當下」指的便是任意時刻的時間整體（temporal whole），包括

了每個時間面向中間突出的部分，以及向著兩邊延伸的部分。 

而這個活生生當下的時間整體，可以說是由三個不可分開的環節（moment）

所組成，也就是「原初印象」、「持存」以及「前攝」。「原初印象」是指每個當下

所獲得的體驗內容，在獲得了這個體驗內容之後，這個內容便開始流逝，我在下

一刻當下所掌握到的是正在流逝中的內容，因為它正在流逝，便與「原初印象」

有所差異，所以這就稱作「變異」（modification）。所以每個當下，並不是單獨的

片段，而像是彗星的尾巴，連接著一個個流逝中的當下。 

胡塞爾舉關於「音調」的例子。當我們聽到一段旋律，之所以會有旋律的感

覺是由於某個音調在下個音調給予我的時候，便已經成為流逝的形式，它已經「變

異」了，所以它不再是「原初印象」的形式，而是一種「持存」的形式，因此當

我們在聽一段旋律的時候，我們聽到的不是一個個互相不連續的音符，也不是所

有音調都不可分地重疊在一起成為和聲，而是一個音調接著一個音調的旋律。 

 

                                                 
84《現象學十四講》，頁：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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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靜態現象學與發生現象學 

「發生現象學」（genetic phenomenology）中，「發生」（genetic）這個詞指的

並不是某種關於基因像是基因密碼（genetic code）的東西；也不是與基督教所謂

的《創世紀》（Genesis）有關；這個詞的意義是起源或是發生。但是這裡所要談

論的胡塞爾的「發生現象學」，並不是要研究胡塞爾現象學思想脈絡的起源或是

發展，雖然我們也可以說研究胡塞爾思想脈絡的起源也算一種研究其思想的發生

學。這裡所要研究的，是「超驗主體」的發生學或是單子的發生學。 

但是胡塞爾也做出區別，認為這種超驗主體的發生學，並不是一種關於個別

的自然意義下的人類，他從出生到長大特定內在經驗的成長過程的溯源，例如他

在《邏輯研究》中便批評了一種「發生的心理學」（genetic psychology）。85 

另外，與「靜態的」（static）相對的不只是「發生的」（genetic），還有「動

態的」（dynamic）。雖然「發生」和「動態」都是相對於「靜態」來說的，而且

在方法使用上經常一致，但是內容上卻有所出入。像是在本研究第四章第三節中

以「競爭」或是「覆蓋」來說明質素與料的連結關係便是一種動態（dynamic）

的說明，但是卻並不完全涵蓋「發生現象學」的概念。「發生的方法（genetic 

method）讓我們在被動的領域中說明動態的意義形成（dynamic formation of 

sense）」。86 最後，發生現象學雖然在本研究中主要是在被動領域，但是其實應

該包含著三個面向：自我在理性活動中運作的那種主動的經驗領域、在被動性中

探詢主動的起源、以及作為被動經驗現象學的原初構成。而這三個面向都是單子

的發生分析。87 所以發生現象學包括主動發生以及被動發生的面向。 

1、靜態現象學 

在胡塞爾靜態現象學的架構中，靜態現象學指的是對純粹意識及其所對應的

意識相關項之間架構的描述。 

靜態現象學的這個標題包含了兩個方法學上的策略。首先，它是一個構成

的分析，是去問「事物如何被給予」，而不是去問「事物是什麼」。第二、

靜態現象學分析架構。架構包括了形式的以及質料的本質，或是型態學的

                                                 
85《邏輯研究》第二卷，第一部分，頁：142。 
86 Analyses, ”Translator’s introduction”, p.xxii. 
87 Analyses, ”Translator’s introduction”, p.x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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諸類型。現象學的架構的一般例子是，能識-所識（noesis-noema）、意向

性、充實以及失實的各種模態（…）等等。88 

胡塞爾似乎在 1917 年之前，並未給予發生現象學適當的意義，即對於客體

的構成，仍然是在靜態架構下的方式來處理。 

在此，單子只是被當作一個固定了（fixed）的本質的可能性，當作一個已

經發展完成的主體性。在這個例子中，單子藉由可以支持我以及自我時間

化的主體遭遇這個世界的各種關係的類型被看待。於是，即使這是關於主

體以及客體之間的本質關係，這仍然是靜態的，因為我是在「所與的模態」

（the node of givenness）之後問了，起於可以是完完全全構成的問題的靜

態分析之中的這個問題。89 

這也就是說，這個時期，主體不會因為不斷的認知事物，而會有所改變，亦

即所研究的只是關於主體和客體之間的本質關係，就像是關於意向性、能思以及

所思…等等。這之間的關係是抽象的、是形式的。就像是索科羅斯基所談到關於

於父親概念的例子一樣。90 如果只藉由靜態的方式來研究，似乎是把主體抽離

開了時間的面向來討論，只留下了一個時間的截面，或是說一種形式的關係的研

究。如果時間的面向與意義構成無關，我們似乎必須要加以懸擱，但是時間的面

向事實上是意義構成的重要條件，以致於我們必須將其考慮進去。 

2、時間性與發生性 

現在的問題是，既然時間問題對於意義的構成是事關重大，而在 1905 年的

時候，胡塞爾在《內在時間意識現象學》（Lectures on The Phenomenology of the 

Consciousness of Internal Time）中，已經開始了對於時間的討論，那麼為什麼那

時仍非發生現象學，而只是屬於靜態現象學時期。尤其是，一般還是認為在《觀

念 I》中的研究仍然是靜態的分析。這要如何解釋呢？ 

或許可以從兩方面來看，一來是因為在《內在時間意識現象學》中，胡塞爾

把時間問題處理得太過於形式。索科羅斯基說： 
                                                 
88 Steinbock, Anthony J., “Generativity and generative phenomenology”, Husserl Studies, The Hague; 

Boston: Nijhoff, 12:55-79 1995. p.57. 
89 Steinbock, Anthony J., 1995. p.57. 
90 Sokolowski, Robert, The Formation of Husserl's Concept of Constitution, 1970. Martinus Nijhoff, 

The Hugue, Netherlands, p.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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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講座中對時間的分析完全是形式的。也就是說，雖然在講座中分析了

內在的對象（immanent objects）以及實在的事物（real things）的時間的

面向，但是並無未提及其中「質料的元素」（material element）。91 

就索科羅斯基的說法，其實《觀念 I》中，胡塞爾同意有時間的面向，只是胡塞

爾他決定使用一種靜態的方式來處理，也就是說將意識主體看作已經發展完成而

不會改變的。藉由這種界定，先處理關於意識活動的形式關係。 

在《觀念 I》中，他同意在最深層的意向性中有知覺流的時間相位

（phases），但是在較高層的意向性中，他用了靜態的、預先已經完成了

的架構的元素（遠離時間流的）。如果我們要認真地看待內在時間性的話，

這個靜態的上層結構（super-structure）就必須被破壞（destroyed）。92 

所以，胡塞爾在《觀念 I》中，把意義構成的過程，先放在理想的狀態，也

就是先解決已經發展完成了的主體的意義構成的過程，並以這個過程作為發生現

象學的「引導線索」。在此意義之下，我們才可以說發生現象學是靜態現象學的

補充。而就索科羅斯基認為，在《形式與超驗邏輯》（Formal and Transcendental 

Logic）中，可以完全地看到發生現象學方法的發揮。「發生現象學在《形式與超

驗邏輯》中已經達成，在其中靜態的架構被發生的過程所取代。在《形式與超驗

邏輯》這部作品中所描述的發生的構成，充分地發揮了內在時間性的概念，甚至

在意向性的層次說明了它。時間性現在瀰漫（pervade）了整個主體性」。93 所以

簡單的說，在靜態現象學時期，主體的認識架構，是以一種已經給定了，或是主

體所給予的形式，而在發生現象學的時期，則是在時間的歷程中所發生出來的。

94 

但是我仍然要問的是，靜態分析與發生學的分析有沒有什麼可以區別的特徵

呢？ 

這些研究仍然不是完全地是發生學的，因為它們仍然太過於抽象，只把我

（I）當作一個時間的形式。例如像是時間的形式：原初印象、持存、前

                                                 
91 Sokolowski, Robert, 1970. p.162. 
92 Sokolowski, Robert, 1970. p.183. 
93 Sokolowski, Robert, 1970. p.183. 
94 關於這種主體認知形式是如何發生出來的，可以參考本研究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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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以及它們的聯繫關係，也就是連續與共存。胡塞爾自己說，只有形式

當然是抽象，時間意識的意向性分析及其成就從一開始就是抽象的分析。

這樣的時間分析是抽象的，而不是在適當意義下的發生學，因為它從內容

中抽離出來。95 

但是，前謂架構式的研究太抽象，這是什麼意思呢？什麼叫做只把「我」當

作時間的形式？當「我」在體驗流中進行知覺活動的時候，「我」應該有一種把

某些知覺活動，賦予某種定義我自身意義的能力。也就是說，因為遭遇某些事件，

而產生我對這個世界的態度，因為某些歷史事件產生我對人類歷史的理念等等，

因此我便能夠把我自己定位在這個世界的某個位置，或是在整個人類歷史中自我

所給予自我的角色。當然我並不常意識到我對我自己的這種定義，但是它卻在我

的認知、抉擇…活動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但是在 1905 年時間意識講座中，卻

並沒有分析「我」的這種情況，而單單只分析意識活動的「形式」，儘管在分析

的過程中，必然會以「時間客體」為分析的對象，當然就某個意義上，它的確是

時間形式分析中的「內容」，但是這個時間客體並不是具體的對象，不是世界中

的對象，而且它並不構成「我」自身。於是我們可以藉由「抽象」或是「具體」

來區分靜態以及發生現象學。「只有在明確地處理了發生的問題以及更複雜

（complex）的經驗特徵，胡塞爾才追溯地理解到發生的問題並不是比靜態的方

法更為的複雜，而是更為『具體』而且更為『基礎』」。96 而「具體」97 以及「基

礎」，便可以說就是發生現象學的兩個特徵。 

就「具體」來說，我剛剛已經說明過了，但是「基礎」的意義是什麼呢？上

文提到過《內在時間意識現象學》中，胡塞爾分析了「內在的對象」（immanent 

objects）以及「實在的事物」（real things）的時間的面向，但是並無提及其中「質

料的元素」（material element）。我認為這「質料的元素」的構成，可以說明這個

                                                 
95 Sokolowski, Robert, 1970. p.162. 
96 Analyses., “translation’s introduction”, p.xxxi. 
97「具體」這個概念在一般現代的中文語境中，指的常常是「表示事物的實體、有實在而具體的

形象可見的名詞，如山、水、花、木等。」，而「抽象」指的便經常是「表示事物的屬性，只
有抽象的觀念存在，沒有實在而具體的形象可見的名詞。如智慧、美麗、愛情等」。但是在此，
因為「具體」（concretion；Konkretion），不管是德文或是英文都是來自拉丁文的，concretus，
而這個拉丁詞彙是由 crescere（意即 to grow），與 con（意即 with 或是 together）組合起來的字，
所以指的是「一起發展」（growing together），而「抽象」（abstract）這個概念意思就是，不是
結合在一起（what is not joined together, not connected）。見 Analyses., p.120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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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基礎（fundamental）的特徵。因為在發生現象學時期的方法運作中，胡塞爾

不只說明某個性質的與料，例如紅色，或是一個事物對象，例如一個馬克杯的構

成。胡塞爾更說明在我們掌握一個統一對象，甚至指謂出來之前的生成過程。例

如紅的性質，或是一種香味，怎麼樣通過聯想和對比等等，構成凸顯出的對象。 

在第二章，我們研究耿寧在追溯哲學的絕對的起點時時候，提到了「活生生

的當下」。當我對內在時間意識進行的還原的時候，似乎可以找到一個既流動又

停佇的當下的概念。就其流動的面向來說，它可以說是體驗流的過程中，最小的

片段，所以可以說它最「切合」以及「真確」；而且就其停佇的面向來說，這個

概念可以說是最原初的對象性的構成。發生現象學時期的另一個特徵，也就是更

為「基礎」這個特徵，指的便是這個面向。以下便進一步的說明「活生生的當下」

以及作為具體的「單子」的發生面向。 

3、活生生的當下98 與單子的發生學 

還原到「意識活動」之後，「對象」的構成問題需要在「時間意識」內處理。

此時我們又會發現，能夠真確地掌握的內容，原則上只有每個片刻的當下。因為

胡塞爾要求的「明證性」，便意味著「當下擁有」、體現性。 

但是即使如此，我還是無法真的掌握到當下的內容，因為掌握某個當下的內

容意味著，對它進行「反思」。於是當我要掌握某個當下的內容時，這個當下便

成為過去。同樣地，從「能識」這一面來看，當我說我掌握了意向活動的內容，

這個進行掌握的自我，在掌握的進行當下，便成為過去。於是我每個當下的反思

活動，都僅是對「剛過去的意向內容」以及「剛剛運作反思的自我」的當下掌握，

當然這個當下的掌握在掌握的當下便成為過去。而「爲了確定在這個反思行為中

起作用的自我與被反思的過去的自我的同一性，需要一個進一步追加的反思，如

此等等。最終起作用的反思因而必然具有無限時間重複的形式」。99 

                                                 
98 關於「活生生的當下」雖然在《內在時間意識現象學》以及《觀念 I》便已經使用，不過主要

的論述還是在所謂的 C 手稿中，另外黑爾德（Held）對此也有深入的分析。不過我在此並無
能力處理原始文本以及更為深入的討論。而且並非本文主要企圖處理的概念，在此僅以粗略的
方式予以說明。而且我在此把「活生生的當下」放在「無意識」以及「聯想問題」之前來討論，
是因為胡塞爾提到：「只有適切地說明『活生生當下的具體的結構』（the concrete structure of the 
living present）以及『起源於構成的元素的獨特具體性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the particular 
concretions themselves arising from constitutive elements），才可以解決聯想之謎（enigma of 
association）以及隨之而來的無意識之謎（enigmas of unconsciousness）」。Analyses., p.214. 

99《通釋》，頁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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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必然的重複，意味著超驗自我的『自身認同』與其『時間延展』的同

一」。100 「當下的自我」與在時間中「延展的自我」，可以在形式上保證為同

一個「自我」。也就是說，因為這個形式上的確認，我相信當下的自我與時間延

展中的自我是同一個「自我」。或是更清楚地說，自我具有同一「認知」正是立

基於此。所以才說「超驗自我的存在方式必須被裡解為『恒定的同一性』與『流

動的自身客體化』的原統一」。101 因為「自我」在當下，既是把自己當作是在

當下這個片段，而且自我也相信其自身，在時間延展的流中是統一的，因此而稱

每個當下都是「活生生的當下」。 

是以，「『超驗自我』一方面，作為在意識生活的各個當下中，進行『個別

行為』的自我構成本身，另一方面，則是作為穩固的同一『自我極』」。102 這

樣的表達似乎意味著「超驗自我」既有掌握當下的功能，而且也具有掌握時間流

中每個片段的同一個「極」。而又因為有這種「極」的功能，所以「在『超驗自

我』的每個當下之中，都意向地包含著『自身經驗』和『世界經驗』的所有『現

實性』和『潛能性』（權能性）」。103 也就是說這個「超驗自我」不是片面的、

抽象的「自我」，這個超驗自我，不是只具有每個片面的當下意識，而具有整個

已實現的或是可能的「世界經驗」以及「自我經驗」。就此而言，這個超驗自我

就被稱作「單子」。就像在《主被動綜合解析》中所說到的：「某些東西在自我

中沉澱下來作為其持續的特徵。而當自我現在重複了這個判斷，自我便有效地實

現了這個之前便在其自身中的決定。」104 這個凝聚所形成的東西在《笛卡兒的

沉思》（Cartesian meditations: an introduction to phenomenology）中，被描述為「基

質」。胡塞爾提到：「通過他自己主動的生成活動，自我把他自己構造為自我諸屬

性的同一的基質（substrate），他也把自己構造為一種『固定的和始終不變的』個

人的自我。」105 所以史坦巴克（Steinbock）說： 

「單子」是在持續的生成過程中不可分的存有。當時間性地延續時，單子

並不被限於在現在的點（Now-point），而是存在於超越過去，趨向未來的

                                                 
100《通釋》，頁 183。 
101《通釋》，頁 183。 
102《通釋》，頁 183。 
103《通釋》，頁 183。 
104 Analyses., p.443. 
105 胡塞爾：《笛卡兒的沉思：現象學導論》，張憲譯。台北市: 桂冠，1992。頁：86。本書以下

均簡稱為《笛卡兒的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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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但是談及單子的延續，並不是在說許多「現在」的排列（collocation）。

當作同一的時間形式，所有事物與其他事物在這個單子的動態的同一體中

相互關係以及相互聯繫。106 

這個單子的概念具有一種被動性的「沉積」過程，藉由這種「沉積」的過程，

而漸漸形成這個「單子」個別的特性，其個別的內容。就像上文提過的自我對世

界的態度、對於歷史的理念、文化或是倫理道德的形成。就像索科羅斯基所說的，

「這種發生學方法的優勢（…）讓我們知道倫理的概念是如何在判斷中被固定的

（how ethical concepts become fixed in judgments）」。107 進一步才能說明主體際的

道德面向，也就是「『我』如何立足於『我們』之中」。108 而這個被沉積下來的

東西，便被稱為這個單子的「習性」（habituality）。史坦巴克（Steinbock）說： 

作為諸（意識）活動沉積的「習性」，不再是主動的意識，因為它已經從

活生生的當下中所隱退（receded），然而在（意識）活動以及「觸發」

（affection）之間仍有動態的互動（dynamic interplay），因為這個持續的

「習性」（或型態），意義/感覺可被激起（provoke），預示一個知覺，甚

至從個人特質的累積中評判世界。藉由這種累積，單子被動地獲得其「同

一性」（identity），這個累積指出了該單子的個別性，以及單子是個獨特的、

活生生的生成中的統一體（unity of its living becoming）的事實，一個承繼

了過去遺跡的沉澱的統一體。109 

我們已從靜態現象學、發生現象學，談到單子的發生學，最後要澄清幾個問

題：首先，胡塞爾並非一開始便有意識的並列「靜態」以及「發生」的概念，就

術語上來說，一開始與「靜態」相對的是「動態」。在《邏輯研究》中說明充實

概念的時候，胡塞爾提到，「我們現在不去考慮在意指與直觀之間的靜止的、可

以說是『靜態』的相合，而是考慮他們之間『動態』的相合」。110 在《觀念 III》

中，胡塞爾用了「發生」這個概念， 

                                                 
106 Steinbock, Anthony J., “Husserl’s static and genetic phenomenology:Translator’s introduction to 

tow essays”, Continental Philosophy Review 31:127-134.1998. pp.131-132. 
107 Sokolowski, Robert, 1970. p.208. 
108 Moran, Dermot, Introduction to Phenomenology,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61. 
109 Steinbock, Anthony J., 1998. pp.131-132. 
110《邏輯研究》第二卷第二部分。頁：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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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觀念 III》的稿子中，胡塞爾區分了把諸客體當作是完全形成了的（fully 

formed）本體論（ontology），以及貫徹同一性是在流中被構成了的現象

學——基於構成的考量（consideration）。這種進路是按照某種動態的

（kinetic）或是發生的（genetic）方法，一種屬於完全不同於自然的或是

自然科學的發生學。在這個構成現象學中區分出一個發生的環節較早的企

圖，胡塞爾並沒有看出一個當作構成一門特別學科的發生的元素。111 

不過他指的只是對意識雜多性的時間過程規則的分析。「（體驗）現象學則考察流

動中的統一，及構成流的統一（…）這種考察是運動的或發生的」。112 所以這個

時期所謂的「發生」乃是流動的意識體驗的構成問題。而在 1917 年之後，發生

現象學才算是處理到本文中所談及的發生問題，也就是超驗主體的發生或是單子

的發生。 

再者，上文中所說，發生現象學的特徵是「具體的」，也就是非抽象的，這

意味著發生的構成活動，是在具有內容的「具體的主體」中發生的。所以我可以

就「所識」的面向來談對象的「發生的構成」問題，例如，我對某件歷史事件的

認識；我也可以就「能識」面向來說明，例如，我對這個歷史事件的認識所沉積

下來的立場以及態度。 

 

第三節  作為底層的意識背景 

1、記憶與具體的自我 

在上文中我們已經經由對靜態以及發生的現象學的區別和介紹，而提到單子

的概念，但是單子是怎麼構成的，卻尚未被揭露。在這一節將要大略談及單子的

領域指的是什麼。而將在下一章仔細分析這個單子在時間中如何自我構成，以及

如何在其中構成對象的概念。這個過程我把它理解成從現象學還原之後，抽象的

「純粹自我」如何達到具體自我——亦即「單子」——的過程。「純粹自我如何

意識到在其背後有個過去的經驗無止境的領域，在時間形式中過去生活的統一

體，作為本質上無論在何處，都可以藉由記憶而及於/認識它（統一體）的生活」。

113 所以當胡塞爾從抽象談及純粹意識活動的靜態架構，到談及具體自我的發生

                                                 
111 Moran, Dermot, 2000. p.167. 
112《通釋》頁：194。引文自 Ideen III, V（Den Haag 1953）p.129. 
113 Analyses, p.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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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學的轉變過程中，「回憶」以及「喚起」記憶的活動便成為主題。 

如果本質上每個記憶的可能性是（were）缺少的，而且如果透過本質的洞

見所揭露的可能性的發生的條件（可能的喚醒的條件）仍舊沒有滿足，真

正的主體性（subjectivity in truth）如何可以（could）「有」自己的過去？

我們如何可以有意義地提到這個「有」（having）？114 

所以當提到具體的主體性的時候，這意味著我必須要能夠說明其回憶和喚起記憶

的可能性，以及揭露沉積成為主體的內容的那些法則。這也正是主體性把自己構

成「為其自身存在的存有」的意義。 

我們了解這正是關於澄清此基本問題，即主體性其自身可能性的本質條件

（essential conditions of the possibility of a subjectivity itself）。於是，是什

麼東西必須屬於這個主體性，而讓這個主體性可以成就，如果沒有它，就

不能成就主體性的本質意義——亦即為其自身而存在的主體性的意義

（the sense of an existing subjectivity being for itself）；亦或是主體性把自己

構成為「為其自身存在的存有」（a subjectivity constituting itself as being for 

itself）的意義。115 

而且除了「記憶」的領域，胡塞爾還把「期待」當作是一種補充的另一半。

胡塞爾說：「的確，完整的『再製/回憶的喚醒』的現象學只是關於一個面向，也

就是關於某人自身過去的構成（…）但是我們將會看到這補充的部份，這個問題

的另外一半，也就是這個引導的、期待的聯想現象學領域」。116 

所以胡塞爾在對時間意識的分析架構中，得到了具體的自我。這個具體的自

我在每一刻當下的生活中，不斷地充實自身的意義，在遭遇了世界的過程中，形

成了自身的個別性以及自身的歷史。所以「記憶」在此，並不同於我們日常使用

該詞彙的意義，它指涉了潛入遺忘的視域而成為背景隱隱作用的「無意識」領域。 

2、無意識與前意識 

提到「無意識」（unconscious；Unbewuβtes），我們可能直接會想到佛洛依德

                                                 
114 Analyses, p.169. 
115 Analyses, p.169. 
116 Analyses, p.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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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ud）。但是佛洛依德把無意識當作是一種被壓抑的趨力（drive），不能直接

地在意識中被給予，而只能藉由玩笑、夢境或是無意中講出來的話來呈現；不同

於佛洛依德，對於胡塞爾來說「無意識」指的是「觸發力」（affective force）或

是對某個對象的意識，往「持存」的方向「流逝」，而到了一種無差別的領域

（undifferentiated field），而在這個領域「觸發力」已經不具有活潑性（vivacity）。

「『無意識』是一種領域，在其中對象性不再是觸發的（affective）。然而這些對

象性可以被喚醒，因為被構成的意義是隱含在（imply）在無意識的領域之中。

喚醒（awakening）可以通過許多被動的以及主動的綜合而發生」。117  

無意識的領域並不是沉入過去以後就與「現在」斷裂，「覺醒時的意識過程、

覺醒的意識構成的過程以及沉入安靜睡眠的構成過程從未中斷，所以這個無意識

元素的沉積是連續地交互堆積（layered），而持續到無限的喚醒的潛能也是如此

（…）每個記憶都是引導到我們現在所立足的活生生當下的記憶的連續」。118 所

以這個「無意識的領域」成為我們在每個當下認識活動中的先在的意識、背景意

識，或說是「前意識」（preconscious）。119 而這個「前意識」或說是「無意識」

的領域正好說明了作為潛入遺忘的視域而成為背景隱隱作用的領域，它不只是一

個人天生的傾向或是趨力，好像是生下來便具有的稟賦一般；這個「無意識」的

領域具有在時間中沉積下來的內容，亦即「習性」。 

單子是個活生生的同一體，能夠具有「無意識」的傾向，讓發生現象學具

有「無意識」的資格。對胡塞爾說這個無意識的單子層次並不只是指出「趨

力」（drive）以及「本能」（instinct）的意向性，或是指出在「持存」（retention）

中的「活潑性的零點」（the null-point of vivacity），而更是指出了「習性的

運動」（the movement of habituality）。120 

所以就無意識的單子層次而言，至少可以發展出以下幾種研究主題，包括：

                                                 
117 Analyses, “Introduction”, p.l. 
118 Analyses, p.244. 
119 賽朋把「無意識」說明成是「自我」活動的背景（background），而且在這個活動中，沒有

顯題，這整個領域是沒有自我主動性的架構。或者也可以說是聯想的領域、被動綜合的質素
領域。而它也稱作「前意識」（preconscious）。而它把「前意識」的內容又區分成兩種，一種
是在自我朝向之前的意識，或者我也可以理解作是只具有「朝往觸發的傾向」的意識（參見
本研究第四章第四節）。另一種「前意識」的內容是沉入持存的領域，只有在回憶（remembering）
中可以重新意識到。參見 Seebohm, Thomas, ”The preconscious, the unconscious and the 
subconscious: A Phenomenological explication”, Man and World, Volume 25, Numbers 3-4 / 
October, 1992. p.515. 

120 Steinbock, Anthony J., 1998. p.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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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力」、「本能」，或從「持存」到「活潑性的零點」領域中的意識內容，以及

「習性的運動」。在上文中所突顯出的只是其中一個主題，也就是從「持存」到

「活潑性的零點」的領域。不管如何，仍然可以粗略地說，單子的發生學說明了

自我對對象朝向的「動機」。前文已提過，當自我被觸發，而逐漸形成對象性的

時候，這個過程的運作並非是中性的，並非每個「自我」都會對相同的觸發對象

有相同的感應，或是形成相同的對象性。這正是因為個別單子的發生歷史不同，

於是產生不同的動機。我們的行為是服從動機的法則：每個人有不同的興趣以及

動機，所以當某個事件或是物體呈現的時候，每個人會注意到的面向或是掌握到

的意義是不同的。或許這個結論對我們一般人來說，並不是甚麼了不起的論題，

我們很直覺地就會認同；但是，如果我們觀察一下自然科學以因果法則對人的刺

激與反應的說明，便可以了解胡塞爾現象學較為符合我們一般生活中的實際體

驗，而不是將我們實際的體驗去符合自然科學的規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