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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聯想與觸發 

 

藉由第二章的說明，我們已經了解胡塞爾並不把現象學的還原，當作是一種

對於世界的拋棄，而只是轉換了一種理解世界的態度。如果硬是要說排除了甚

麼，那麼只可以說是排除了「把世界視作理所當然」這樣子的信念。如此一來，

態度轉換者既不會懷疑世界的存在，也不是在一種獨斷的態度下毫不反思地便把

這個世界當作現實的存在。懸擱之後仍然可以提到這個世界，或是談及某個對象

對自我有所「觸發」，但是這個意義下的「觸發」便不是服膺於自然科學的因果

法則。 

在第三章，我說明了意識活動的一種普遍形式，也就是時間形式。但是僅依

靠時間形式，並不能完全說明意識內各元素的綜合活動，尚要談及內容的綜合。

不過再談及內容的綜合之前，我現揭示了作為背景的意識。內容的綜合必定是附

帶著一種背景的意識，而能對每個當下的對象的掌握產生影響。所以除了談及時

間形式，上文也談及一種自我的時間化，亦即單子的發生學，甚至提到了作為意

識背景的「無意識領域」。 

接下來這一章要說明在被動綜合的層次，較低層次的對象性是如何形成的。

一開始會先介紹胡塞爾所謂的「被動性」的含意有哪些；接著舉例說明在意識中

動態的內容綜合活動。這種內容綜合活動可以進一步以「充實」概念來闡述，也

就是每個當下直觀填充了「空的呈現」。其次，我將先說明一種較為單純的聯想

形式，也就是在共在場中，質素與料透過同質性的融合以及異質性的對比而突顯

出來的過程。在明瞭這種單純的聯想形式之後，便可以討論時間流中的「聯想的

喚起」，或者說是「觸發的喚起」——胡塞爾直接稱此為「觸發」。 

 

第一節  被動綜合概念說明 

我所說明以及引用的觸發概念大部分從《主被動綜合解析》中引出，所以先

大略說明「被動性」的概念，接著談及文本的的架構。首先要說明的是，「被動

綜合」並不是可以與「主動綜合」完全區分開的概念。胡塞爾清楚地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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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指向對象的那些概念（…）都首先要在主動性的架構中得到它們真正

的意義。我們必須要先說明在較低層次的被動性中所達成的東西（…）但

是如果抽離了主動性，那較低的層次就無可避免是未決定的了。121 

不過在此，我先專注於「被動性」的討論。就史坦巴克所歸納的「被動性」

幾項特點如下122：首先，胡塞爾說明「被動性」的目的，是要作為「主動性」的

基礎，所以在被動性的領域中的意義發生的研究，或說是「被動發生」（passive 

genesis）的研究，就是一種原初的發生（primordial genesis）。這種發生的規則性

提供對象的統一性以及同一性的構成形式。 

再者，「被動性」是指「自我」尚未進入「主動的」的經驗領域。上文所謂

「自我」不參與於意義的發生之中，並不是沒有「自我」，只是「自我」並不主

動參與。這種意義的發生是先於較高層次的主動性的「聯想的連結」（associative 

connection）。 

接下來，「被動性」不在「作判斷」、「指謂某物」或是「反思」的活動中。

而是所謂「前給予」（pre-given）或說是「前述詞的」（pre-predicative）、「前語言

的」（pre-linguistic）面向。但是這樣的面向並不是像康德一樣，認為「前指意的

感 性 成 就 」（ pre-meaningful accomplishments of sensibility ） 是 被 「 悟 性 」

（understanding）所立義（apprehended）成知識的對象，而是說「意義的起源」

必須在被動意向性的領域中找到。亦即在康德的《純粹理性批判》中，「感性的

成素」是要透過「悟性」才能被把握或是理解，這無異意味著在純粹的感性元素

中（被動領域），並沒有綜合的可能，如此一來「被動綜合」這樣的表達就是矛

盾的了。 

再接下來，被動性是在「被前給予」（pregivenness）以及「對象性」（objectlike 

formation）的領域。所謂「被前給予的」（pregiven）意味著，「某物」運作了「觸

發的吸引力」（affective allure）在我身上，而這個東西卻沒有被我主動地掌握。

而這個「某物」，它尚未被我認識作為「充全發展意義下的」（full-fledged sense）

「對象」，而只展示了「對象」的基本架構，就像是某些「面向」（phases）之類

的，所以只稱作「對象性」（objectlike formation）。 

所以，簡單地說「被動性」（passivity）是指「『自我』並不參與其中的原初

的意義發生的規則性（a primordial regularity of sense-genesis）；它說明了『對象

                                                 
121 Analyses., p.274. 
122 Analyses., “Introduction.”, p.xxxviii~xl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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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前給予的經驗的前反思面向』（a pre-reflective dimension of experience of 

pregivenness of objectlike formations），一個為『主動性』奠基的面向」。123 

胡塞爾在《主被動綜合解析》第一個部分處理的，是我們對於對象的存在方

式的各種樣式的信念，也就是我對對象或是事物，是確信、懷疑或是否定。在實

際的知覺過程中，我們常常會發生由確定變成懷疑，或是由懷疑變成否定等狀

況 。「如果現象的顯現並不藉由過去所發生的事件所預示、所『充實』

（fulfilled），——也就是說意義被『消除』（crossed out）而不是『充實』——胡

塞爾便稱此作『模態化』（modalization）（…）模態化是『否則的經驗』（experience 

of otherwise），而且當一個『新給予』（new givenness）挑戰了已經被意向的意義

呈現的時候，就會產生這種模態化」。124 藉由對這些「模態」的分析，來說明肯

定或是否定這種邏輯法則（ex.同一律）的起源。另外，我們也可以從這種模態

分析的過程，明顯看出一種「動態的」現象學方法。 

在《主被動綜合解析》第二個部分處理了各種意識中時間客體構成的情況，

似乎是要藉由時間客體的各種狀況的「綜合」，而產生，或是說讓我具有，「客體

（或是要說是對象）」的概念。例如關於「持存」（retention）以及「前攝」（protention）

的時間問題：當下的知覺是最原初的「直觀」，至於「前攝」以及「持存」，則是

一種「空的顯現」。如此一來，「前攝」和「持存」便可以說是時間客體的目標指

向。當一種知覺產生，它當下便是「直觀」，藉由這種當下的「直觀」，可以指向

「前攝」以及「持存」，而達到意義的「充實」。我對於時間客體的認識，除了當

下的直觀印象以外，必定與漸漸逝去的持存以及即將到來的前攝有關，這個持存

以及前攝，因為不是當下直觀（intuition），所以是一種「空的呈現」（empty 

presentation），但是這種「空的呈現」可以被帶到直觀來（bring into intuition）而

成為「充實」。如此一來，必然要說明這些當下的呈現是如何「綜合」起來的。 

於是，在《主被動綜合解析》第三個部分中便討論「綜合」法則的問題。在

第二個部分中，所討論的各種「呈現」（presentation），以及這些呈現之間的「綜

合」，應該是有一種法則，可以用來說明這些意識的被動綜合活動。所以第三部

分所談的，就是這種在被動性中的綜合法則，也就是「聯想的理論」，其中最重

要的就是同質性的「融合」以及異質性「對比」。藉由在被動性中的融合以及對

比的說明，便可清楚對象性如何呈現。 

如果舉一些日常情況中發生的例子，來說明前述的幾個過程，像是有時候人

                                                 
123 Analyses., “Introduction.”, p.xliii. 
124 Analyses., “Introduction.”, p.xxx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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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會有一些錯認的狀況。例如見到遠處有個人，在下一刻定神一看，卻是一棵古

松。就現象學的方法來看，我反思我這個意識活動，從確認為是一個人，再到確

認作是一棵古松的過程，我先做了一次普遍還原，對這個世界的存在設定存而不

論，只就我所體驗到的現象加以分析。當我透過反思，對這個現象做分析的時候，

我發現一開始被我所肯定為「一個人」的意義的掌握，在下一刻，卻對這個相似

對象有了另一次較為不同的掌握。在連續幾次類似的知覺活動之後，前幾次的知

覺活動雖然已經沉入過去，成為持存的經驗，但是每次的知覺活動，都會沉入過

去的持存，又藉由相似性喚醒到當下。就像是胡塞爾自己舉例說：「當我們蜿蜒

下山，我們見到一個圓形的山谷，我們回想起另一個圓形山谷，再造地顯現出來

（emerges reproductively）那個圓形山谷」。125 於是這些個別經驗在意識中藉由

聯想以及綜合的法則構成統一性的意義。但是在一次一次的知覺活動之中，由於

知覺內容的差異，讓我對這個對象是「一個人」的意義的掌握，漸漸產生懷疑， 

對我來說，現在所知覺到的內容，總是比過去鮮明，所以對之前眼前出現「一個

人」這樣子的意義的掌握，產生否定的意識，而我現在就把這個似乎是在同一個

位置的對象，再次肯定它為一棵古松。但是就發生現象學的觀點來說，這個作為

人的意義的掌握，並不是完全地被排除，而仍能作為意識的背景隱隱發生作用。 

另外有個很生活化的例子。我們走在學校，迎面來了位同學，我很快就察覺

到他有一些改變。就像常在校園中出現的對話：好久不見，你變瘦了。對呀！正

忙著準備論文。如果我現在先直接認定我有對過去的回憶以及喚起的能力好了。

我對某個人的樣子會有一個記憶，當我看到類似的對象，我會說這是同個人（它

的解釋方式與上個例子應該是類似的）。但是當我見到一個類似的對象，因為相

似性喚起了記憶，在我的意識場中比對的過程中，我發現當下這個人比較瘦，一

經「對比」，我對這個人之前的印象是在時間流中的背景，當下發生的印象則是

前景，兩相比較之下，我注意到其中有差異，這個差異對我來說可能非常大，大

到我不得不去注意這個差異，於是這個差異就凸顯出來，觸發了我，成為我的興

趣以及課題，如此「對比」出來的體驗我便稱之為「某人變瘦了」（當然這在我

仍把他當作是同個人的範圍之內，因為如果差異過大，我可能會認為自己認錯人

了）。126 

                                                 
125 Analyses., p.166. 
126見 Steinbock, Anthony J., 2004. p.31.在此史坦巴克用了類似的例子來說明在他對「注意的模態」

的分類中，第二類的模態，「被動的查覺」。他的例子說到，當我們在一個宴會中遇到一個朋友，
我們可能很快就會查覺他有些不一樣，此時我尚未主動地去判斷有什麼不一樣。接下來我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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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例子中與早期時間意識較為不同的部分是，胡塞爾在發生現象學的態

度下，肯定了具有個別發生歷史的單子的概念，而且強調了「無意識的領域」以

及「被前給予的世界」。也就是說，自我不是抽離內容的自我，而是在世界中生

活的具體的自我。 

回到胡塞爾的例子中，他一開始討論更為基礎的例子，像是顏色的紅或是

藍、聲音的大小等感覺與料，藉此來說明因為這些與料的融合或是對比而成形的

對象凸顯出來，以及所產生的觸發。胡塞爾討論先於我們對統一對象的認識，至

少是關於感覺與料甚至是更之前的層次。基於在這個層次中的運作，我才可能構

成統一的對象，而因此對我產生觸發的力量，藉由這個觸發的力量讓我朝向這個

對象，於是我對它開始感興趣，而企圖揭露更多關於這個對象的意義。這個過程

並不是客觀的、機械性的因果律的過程，就如胡塞爾在討論聯想概念的時候所

說：「聯想的標題為我們描述了內在發生性的形式以及法則的規律性（a form and 

a lawful regularity of immanent genesis）。但是並不說明實在客觀的因果世界」。127 

相對於對知覺作因果性的分析，傾向把知覺活動解釋成物理上的因果規律，而胡

塞爾則稱觸發喚起的關係為「動機的因果性」（motivational causality）。128 

 

第二節  意義充實與被動意向 

1、充實概念說明 

(1)「充實」與「帶到直觀」129 

「充實」（fulfillment）這個概念在《邏輯研究》中便已經談到，其中主要是

針對「意指」活動所作的現象學說明。當我們用名稱去指稱認識對象的時候，就

現象學來說，不只是形式上的指稱關係，而還應該說明這個指稱活動，這是意識

的活動，思維的活動。這個思維的活動，胡塞爾描述成，「起先只是象徵的起作

用的表述上，又隨後附加了（或多或少）相應的直觀。一旦這種附加發生，我們

便體驗到在描述上極具特色的充實意識：純粹意指的行為以一種瞄向（abzielend）

                                                                                                                                            
會試著找出有什麼不一樣，但是我也有可能永遠不會去明確地找出有什麼不一樣，而只是伴隨
著這個差異（just live with the perceived change）與這個朋友繼續聊天。 

127 Analyses., p.162. 
128 Analyses., p.203, 235. 
129 就術語來說，「帶到直觀」與「當下化」這兩個術語，就我的理解是有區別的。「帶到直觀」

是一個綜合的過程，或者是一個確認的過程。而當下化強調的是這個當下的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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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向的方式在直觀化的行為中得到充實」。130 這種充實的活動，與對於對象的認

識，是同一種「事態」。也就是當我說到「認識對象」的時候，強調的是對象，

而當我說到含意意向的充實，強調的是表述以及相應的直觀之間「動態的」吻合

關係。 

而在《主被動綜合解析》中，「充實」更集中在時間的流程中對於「知覺」

的說明。131 所以在《主被動綜合解析》中「充實」的意思就是，「在每個『時間

相位』（phase）我們都有原印象、持存、前攝，以及藉由通過連續地鄰近於這前

攝的原印象而被充實的每個時間相位的前攝的進行所產生的統一體。具體地考

慮，在過程中，知覺的體驗（perceptual lived-experience）是連續地被充實，而且

它是連續一致的統一體」。132 也就是說，在每個時間相位，除了有原印象、持存、

前攝之外，還有個統一體，那個統一體的產生，是藉由鄰近於這個前攝的原印象

所充實。就像是我期待某件事情發生，之後它的確發生了，或者說是，我有一種

期待，而這種期待因為某種「呈現」，這個期待就被充實了。例如，我看到眼前

杯子的一面，而有一種對它背面的期待，接著這個背面轉過來，於是我對這個杯

子的期待就被「確認」（confirmation），這個期待就被充實。在這裡胡塞爾所說

的「呈現」，是屬於「純呈現」（mere presentation）的領域，也就是「純接受性」

（mere receptivity）的呈現。 

當說到「充實」這個概念，似乎意味著本來是空的，後來讓它成為實在，填

充了本來是「空」的，而讓它成為「實」的。同樣胡塞爾也區分「空的呈現」（empty 

presentation）以及「直觀的或是充實的呈現」（intuitive or full presentation）。所以

充實的概念也可以被說是「空的呈現」與「直觀的呈現」的綜合，也就是一種「確

認的綜合」（syntheses of confirmation）。「我們見到這最重要的區別是空的以及充

實的或(是直觀的)『呈現』，一個我們所熟悉的區分，特別是成為個確認的綜合

的議題」。133 胡塞爾還更明確地把充實描述成「綜合地統一在一起」、「吻合」134 

                                                 
130《邏輯研究》第二卷第二部分，頁：33。 
131 在《邏輯研究》第二卷第二部分中（頁：53），胡塞爾區別「符號意向」以及「直觀意向」這

兩種行為，所以倪梁康在《通釋》中便說（頁：430）：「由於直觀行為自身由感知行為與想像

行為組成，因此整個客體化行為便可以劃分為『感知行為』、『想像行為』和『符號行為』」。據
此，我所理解充實概念在這兩者的區別，除了在《主被動綜合解析》中，更強調在時間的流程
中的分析，另一個區別就是在《邏輯研究》中，多談及的是「符號行為」，而在《主被動綜合
解析》中多談及「感知行為」，也就是「知覺」。 

132 Analyses., p.107. 
133 Analyses., p.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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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 

充實的綜合的統一體（the unity of a synthesis of fulfillment），可能會被描

述為：「空的意識」（完完全全空的意識，或是沒有完全被直觀浸透的意識）

可能會綜合地與「適當的直觀」統一在一起，藉此，被「空乏地意向的」

（what is emptily intended）與「被直觀的」（what is intuited）會在同一對

象的意識之中「吻合」（coincide）。然而我們可能會想到，充實的確是「帶

到直觀」（bring to intuition）：確認一個意向，也就是，指向一個對象，但

是並沒有直觀地具有這個對象本身，或者說，具有一個對象，但是仍然指

涉到超過它已經被直觀地給予的，而且越過去而達到尚未被直觀地給予

的。但是我們將會看到，這個描述的過程可能不會運作，因為並不是每個

「帶到直觀的過程」——也就是充實——都是確認的。135 

而且胡塞爾還把充實說明成是「帶到直觀」的過程，就像是把那些空的意向，

例如，持存或是前攝帶到當下，藉由當下這個原初印象來填充這些空的意向。但

是當期待沒有被充實，帶到直觀的充實就不會運作，但是這不意味著不發生綜

合，「這些否定性的表述，所指的並不是充實的缺失，而是個新的描述性事實，

一個像充實一樣的特殊綜合形式」。136 胡塞爾對此的描述是： 

認識的綜合是某個「一致」的意識。但與「一致」相對立的是作為相關可

能性的「不一致」、「爭執」。爭執在進行「分離」，但爭執的體驗卻在聯繫

與統一之中進行設定，這是個綜合的形式。如果以前的綜合是一種認同，

那麼現在的綜合便是一種區分。137 

最後，在對充實的說明中，似乎很強調對未來期待的滿足，但是「空的呈現」

以及「直觀的呈現」仍有許多的類型以及相對應的綜合，不只是對未來期待的滿

足。所以「帶到直觀」這個概念似乎較為普遍地使用在這兩者的綜合之中。而且

基於此，便能更為詳細地說明各種「直觀的呈現」以及「空的呈現」的類型。 

                                                                                                                                            
134 另外胡塞爾也說：「我們把『對應的空的呈現』以及直觀，關連到這同一個對象，這意味著，

通過『綜合』，它們達到了一個關於這個對象的『吻合』(coinciding)」。Analyses., p.113. 
135 Analyses., p.109. 
136《邏輯研究》第二卷第二部分，頁：41。 
137《邏輯研究》第二卷第二部分，頁：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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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直觀的類型 

胡塞爾一開始就區分兩種直觀的類型，「『直觀的呈現』就其自身來說有不同

的模態。『知覺』（ perception ）是最原初的直觀性模態，它與『當下化』

（presentification）形成對比」。138 就直觀來說，不是「知覺」就是「當下化」。

而當下化又可以分為以下幾類： 

這個「當下化」不然就是「過去的記憶」（memories of the past），就像是

當過去的體驗「被現前」（presented）；或者是「現前的記憶」（memories of 

the present），就像是個共現的直觀的呈現，就像是這個房間的前廳；或者

是依據「他者」（the alien）活生生的身體，而被知覺地給予的「他者心靈

生活」（the alien psychic life）的「共現」；或是最後，這些「當下化」是

「未來的記憶」（memories of the future），被期待的未來的直觀的呈現。139 

所以胡塞爾對可能的直觀類型的描述，包括最原初的直觀類型，也就是知

覺，以及其他的「當下化」，包括，「過去的記憶」、「現前的記憶」以及「未來的

記憶」。就「過去的記憶」的當下化來看，「本身不是知覺的、現前的體驗；而是

個在過去時間模態中的知覺，而且確定地，藉此，它當下化作為『已經是』

（having-been）的『過去的知覺模態』」，140 而且胡塞爾說：「每個其他當下化的

類型均有相似的架構」。141 如此便可以推及直觀的「現前記憶」以及直觀的「未

來記憶」。 

胡塞爾舉的例子是，我們把一件物品的背面成為現前，或是讓某個同時的東

西共同出現，就像是我在當下，直觀地當下化某個噴水池。而且胡塞爾強調「我

並不是把這個噴水池『現前』為昨天見到的那個噴水池，而是把它『現前』為現

在的，實現的，就像是我們在此時此地所直觀的」，142 所以我並不是現前我昨天

                                                 
138 Analyses, p.110.在倪梁康的《通釋》中（頁：476-477），說明與「當下化」直接對應的是「當

下擁有」（Gegenwärtigung, Gegenwärtighaben），也就是意味著當下被給予的「感知」。而且他
把當下化整理成，意味著期待行為的「前當下化」（Vorvergegenwärtigung）、意味著回憶行為
的「再當下化」（Wiedervergegenwärtigung）、意味著單純的想像的「不設定的當下化」（die 

nichtsetzende Vergegenwärtigung），以及在共現的意義之下，意味著一種包含在「當下擁有」（感
知）之中的當下化，也就是「一同當下擁有」（Mitvergegenwärtigung）。 

139 Analyses., p.112. 
140 Analyses., p.110. 
141 Analyses., p.110. 
142 Analyses., p.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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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過的這個噴水池，就這個當下化的「現前的記憶」來說，我是把它當作是個此

時此地存在某處的噴水池。當然胡塞爾也以同樣的方式說明直觀的期待。「我們

也有『將要從未來而來的』的『直觀的當下化』，也就是『直觀的期待』。特別對

於接著而來的東西，特別對於明天要發生的（…）據此，我們有個在直觀的呈現

中未來的某物的意識」。143 雖然這些直觀的期待的內容可能會以獨立的單一事件

出現，不過比較經常會成為直觀的期待的，是一些週期性重複的，或多或少未決

定的事件。144 

(3)空的呈現的類型  

「所有在內在被給予的主體模態的可能對象，都有『空的呈現』；換句話說，

對應於每個『直觀』的模態就有一個可能的『空的呈現』的模態」。145 雖然說「非

直觀的呈現只被稱做是在非真確（inauthentic）的意義之下的呈現」146，也就是

說，真正真確地給予我的，只是每個當下直觀的片刻，而單單空的呈現並不能建

立我們對對象的認識。「但是，被『擬-知覺』（quasi-perceived）的、在當下化的

直觀模態中被呈現給我們的、在我們內在的眼光之前一個一個發生的、再造地或

是在直觀的期待中將要來到的，也都是正確的」。147在意識活動中，的確有一些

伴隨於直觀知覺的「呈現」，「我們總是能夠把某個被給予於意識的東西，放置於

『這個某物的直觀』的旁邊，在這個綜合中，我們獲得了個明證的意識，也就是，

『空乏地被指出來的同一客體，真正地在直觀中，實際上被呈現出來』」。148 所

以這個「空的呈現」的意義在於，我的認識活動，必然是在持續地對於「空的呈

現」的這種「實現的意向架構」（actual intentional structure）中獲得。 

就過去時間相位的「空的呈現」來說，胡塞爾的描述是：「直觀絕不會消失

而不留下痕跡。我們現在仍能以非直觀的方式意識到之前已經被直觀到的東西；

                                                 
143 Analyses., p.110. 
144 我把這裡對「當下化」的描述理解為「想像」（phantasy）。「『想像』是一種可以被描述為『當

下化』（re-presentation）的意識」。（The consciousness of internal time, p.47）因此，「與知覺

（perception）相對立的，是『想像』（phantasy），或者說，與『當下性、體現』（presentation; 

Gegenwärtigung, Präsentation）相對立的，是『當下化、再現』（representation; Vergegenwärtigung, 

Repräsentation）」。（Phantasy, image consciousness, and memory, p.94）。總括來說，「『想像』在

胡塞爾那裡歸根結抵意味著當下化（或再造、再現、想像變異等等）。而當下化作為想像的本

質又進一步劃分為設定的當下化（回憶、期待、真實性想像）和不設定的當下化（單純想像），
以及再造的當下化和有關圖像中介的當下化」。參閱：倪梁康《通釋》，「想像」條目，頁：352-355。 

145 Analyses., p.113. 
146 Analyses., p.113. 
147 Analyses., p.114. 
148 Analyses., p.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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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確，最後它消逝（fade away）到一般、而無差異的『空』（emptiness）中」。149 

這種過去時間相位的「空的呈現」也就是所謂的「持存」（retention）。這個「持

存」的意思也就是「產生於『原印象狀態』（primordially impressional manner）中

的每個『現在時間相位』（Now-phase），在持存中，藉由本質必然性連續地變異，

而且這個『持存地變異的現在時間相位』就正是以這種方式往更深處繼續」。150 所

以當一個原初印象產生的時候，這個原初印象的直觀內容，便同時漸漸「消逝」，

本來是當下充實的直觀內容，漸漸變異作「空的呈現」。 

當然，說到「空的呈現」的未來時間相位來說，我們也必須討論「前攝」。 

關於這「原初發生的學說」我們不只要說到「持存」，我們也要說到「前

攝」（…）就像「過去的持存視域」是不變地連結於每個「印象的現前」，

「未來的前攝視域」也正是不變地連結於「印象的現前」。就像是「過去」

首先通過直觀的記憶，而被這樣子揭露，同樣地，如同「即已去」

（just-having-been），而這個前攝的構成的成就也被揭露為「旋將至」

（just-about-to-arrive），揭露為原初地意識到未來的變化過程的發生。151 

所以「前攝」和「持存」，相對於這個充實的、當下印象的「空的呈現」，分

別是連結於這個當下印象的過去以及未來的「視域」，而「前攝」對應於「持存」，

正好是另一個方向的呈現。但是在此，胡塞爾指出這兩者仍有本質上的差異： 

儘管我們是在這個純粹的被動性的領域之內，我們仍然把「前攝」說成是

期待，而且伴隨著這個，經由張開的雙臂，而迎向未來那個「多采多姿的

現前印象」。藉此，我們已經說到，在純粹的被動性中的方法，也就是說，

甚至前於主動的「掌握」以及「注視」這個知覺的對象。我們並沒有用，

而且並不能用這樣子的表達於「持存」之上（…）持存以及前攝在察覺了

的（mindful）知覺中，所發生功能的方式，是不同的。（不同如下，就前

攝來說）我們是察覺地、純粹地、而且是僅僅地，指向這個現前的對象，

指向這個，作為「充實我的期待」這種功能而浮現的，永遠是新的現在；

而且藉此，它進一步指向這個「近及」（approaching）的對象。「察覺的知

覺」﹙mindful perceiving﹚，跟隨著這個前攝的連續性。這個「往前的方向

                                                 
149 Analyses., p.114. 
150 Analyses., p.114. 
151 Analyses., p.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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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directedness-ahead）它已經基於被動知覺自身，在這個「察覺的知覺」

中，成為顯明的（patent）。另一方面（就持存來說），在持存的連續性中，

沒有方向性；沒有再三往後推的，跟隨著過去的軌跡的方向性。152 

所以，即使是對被動的領域來說，前攝仍有往前的方向性，然而持存並沒有

類似的往後方向性。「在它們自身中，沒有從這裡射出的、而朝向這個空乏地被

呈現的過去的『方向性』」。153 或說「持存，如在它們的原初性中所產生的，並

沒有意向的特徵」。154 或許我的確可以說，有時候我會想要記起什麼事物，就像

是記起昨天背過的單字，或是回想到底鑰匙放在哪裡，但是這些是胡塞爾所謂的

「自我關注的朝向」﹙the direction of the egoic regard﹚，而在此所關心的是「在知

覺中，先於把捉的關注，就已經發生了的指向」﹙the direction in perception itself that 

already takes place prior to the apprehending regard﹚。155 

2、被動中的「追求」 

在此需要被澄清的是，即使到此為止，我們雖一再使用「期待」或是「意向」

等等的概念，但是在此仍然不是自我主動掌握的層次。 

因為不是一般意義的情況，而把「意指」（to mean）、朝向（to be directed 

toward）、意向（to intend）意謂著自我以及其活動，藉此，是方向性的發

散的點﹙radiating point of directedness﹚，朝向對象的方向性的發散點

﹙radiating point of a directedness toward the object﹚。因為缺乏適當的辭

                                                 
152 Analyses., p.116. 
153 Analyses., p.119. 
154 Analyses., p.120. 
155 Analyses., p.116. 在此可以看出胡塞爾區別兩個層次的「持存」。第一個層次的持存是原初性

的持存，這種持存在時間的流中漸漸消逝；但是透過聯想的喚起，而可以產生另一種具有被動
意向的特徵。如胡塞爾所說：「一個持存是如何得到這個被朝向的架構？當然是藉由一個後來

的聯想。例如，在這個正常的知覺的例子，在一個旋律的知覺過程之中，剛剛已經想起的聲音

面向，提醒我們其中聲音面向，我們仍然在意識中，持存地掌握著的，過去的聲音面向。於是，

一個聯想的喚起，從『當下』發出，而朝往一個先於這個聯想而原初地產生了的，持存的過去，

而且漸行消逝。自然地，我們現在所談到的持存，現在已經具有了一個被指向的架構。（…）

喚起是藉由聯想，從一些現在的呈現所產生。於是，就從這開始，每個以該方式所產生的陳舊

的持存，均有被動意向的特徵」（Analyses., p.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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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我們把「被動」與「意向」並置。而且從此開始 我們將只說到「被

動地作為意向功能的呈現」﹙passively intending presentations﹚。156 

胡塞爾在被動性的層次之中所使用的像是「意指」、「朝向」或是「意向」這樣子

的辭彙，並不是指自我有一種意志加諸於這個綜合活動。事實上，在「聯想」的

現象學中，胡塞爾強調的是一種感覺材料之間動態的交互作用。在此之時，「自

我」尚未轉向對象，並未對對象施以理解的架構。相反的胡塞爾正是以被動的質

素領域作為主動的超驗邏輯的基礎。 
 

第三節  意識內各元素的連結－聯想 

日常的經驗中，我們對於大部分的對象，都把它當作是獨立、完全而且是絕

對的存在來進行認識。當我說我認識現在手上的一個杯子的時候，或多或少會把

它當作是獨立於我這個進行認識的主體自行存在著；這個杯子在當下的認識中，

完全是它所呈現的樣態，它在被我認識的當下便是它「本質」的樣子；也就是相

信這個對象絕對存在著。胡塞爾卻是要轉換此一認識方式。知覺是變動中的，胡

塞爾說：「知覺是，從一個時間相位到另一個時間相位的流的過程（process of 

streaming）」。157 

就「聯想」這個主題來說，主要處理的是對於某個認識對象的雜多面向是如

何連結在一起的。「胡塞爾把所有那些，在其中諸內容可以被配對的形式（in which 

contents can be paired）稱為『聯想的形式』（forms of association）」。158 胡塞爾舉

了個例子是說，一塊由許多小片的白色方塊所構成的大片白色平面，雖然是由眾

多小片的白色方塊所構成，但是整個來看，我仍然能夠看作是一大片的均勻的白

色平面。就像是我對一個杯子的認識，就現象學的角度來說，我是把它看作是在

時間流中，對其各個面向，包括對它的期待和想像的「綜合」，但是並不會把它

認識作諸個雜多的杯子的意識。或是反過來說，在這個聯想的主題的任務是，把

在「自然態度」之下被以為是獨立存在的具體對象，揭露成各個不獨立的抽象片

段，「隱匿的雜多」159（implicit multiplicities）。就像是胡塞爾所說的： 

                                                 
156 Analyses., p.118. 
157 Analyses., p.107. 
158 Seebohm, Thomas,1992. p.511. 
159 Analyses., p.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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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始我們心中並沒有出現那是某個特別的東西；所以無論在什麼情況之

下談到意識，談到意向體驗，毫無困難就會想到把某物作為為其自身的某

物的意識，我們會想到突顯的、以一種單獨的方式存在的某物。但是正是

這個聯想現象的分析，讓我們注意到，意識一定不能必然地是一個為其自

身的單一對象（a single object）的意識，據此，我們在此觸碰到個新的問

題：個別的某物的意識（a consciousness of something particular）、以及明

確的諸個別物（explicit particulars）的意識，如何可能作為「雜多」

（multiplicity）的意識，以及「全體」（wholeness）的意識；亦即比較的

分析顯示出許多元素的對立的可能性，甚至是顯示出被連續地融合進在意

識中的統一體的「雜多」。於是意識並不是雜多的意識，不是個察覺到在

統一體中分裂的個體而且仍然是分裂的的意識。160 

在此我用了胡塞爾在《觀念 I》中所謂的「自然態度」，來說明所有的認識對

象對我來說都是已經就在那裡的；然而就「現象學的態度」來說，我們必須把這

個「客觀世界」視之為「理所當然」的信念加以「懸擱」，而「『聯想』（association）

的這個標題為我們描述了內在發生的形式以及法則的規律性（a form and a lawful 

regularity of immanent genesis）」。161 所以這一節先就《主被動綜合解析》中所提

到的「現象學的還原」概念開始說明這個聯想學說的界限與設定。162 

1、聯想學說的一般設定 

(1)現象學的還原以及現象 

在這個聯想學說中，一開始便強調，這是個說明「內在發生的形式以及法則

的規律性」的學說。意思是，不以自然世界中的因果規律為主體發生性的法則規

定性，而是將其還原成純粹的現象世界，單純地對這些「現象」進行現象學的描

述。 

聯想（…）並不說明實在客觀的因果世界。因為我們是在現象學的還原的

架構之中從事我們的工作，在其中所有的客觀實在（objective reality）以

及客觀的因果性（objective causality）都被懸擱。對於我們來說，有的並

                                                 
160 Analyses., p.165. 
161 Analyses., p.162. 
162 這是《主被動綜合解析》第 26 節的標題：「關於一個現象學聯想學說的主題的設定以及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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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是被當作具有心理物理的存有以及其因果性的實在世界，而只是它們的

現象，事物現象（thing-phenomena）、人類現象（human-phenomena）等

等。163 

在此所謂的「現象」，在這個脈絡之下，就是回到直接的經驗材料，也就是

維持在純粹內在164 的態度中，事先不「超越」每個當下片段的經驗材料，就像

是胡塞爾所提到白色方塊的例子，我先分別地掌握每一片方塊，而不馬上把這些

方塊認識作為一大片均勻的白色平面。165 

聯想是個純粹現象學的主題。例如，在現象學還原之後，仍然有某些現代

的，慣常的聯想的心理學的殘餘；如果有人回到直接的經驗材料

（experience material），則這個現象學的還原一開始就會造成現象學事實

的核心，也就是維持在純粹內在的態度，而且為了進一步的研究形塑一開

始的出發點。166 

於是當我維持在「純粹內在的領域」，我才能重新發現在每個抽象的片段中，

造成連結的內在力量，或是連結的法則性為何。這種屬於意識的內在發生性的規

律，藉由這種懸擱，便能很清楚地與外在的「真實對象」作出區分。 

                                                 
163 Analyses., p.162. 
164 關於「內在性」的理解，並不能直接理解作在意識的黑箱中捉一隻黑貓，或是把所有感官全

都封閉起來的的那種「內在」的意識。就胡塞爾的描述，在純粹意識中的活動，仍然是一種現
象學的看。詳見第二章第二節，關於「內在性」與「超越性」的說明。所謂「隱匿的雜多」這
個概念更意指著在原初所與之中，各個不能獨立的「感覺內容」的諸環節。就胡塞爾對於「質
素與料」以及「意向活動」這兩個環節的分析，被動性中的材料，都是一些從意向能力的這個
環節中，抽象出來的感覺內容。而這些內容互相競爭、吻合的這種動態分析，正可以與早期質
素研究的靜態的分析做一對照。 

165 在此有描述的困難，因為我們的日常語言都是在自然態度之下描述外在世界的，所以當我說
到一個白色的片塊，我很難不直接想到一個白色像是積木的東西，但是就胡塞爾還原之後的內
在與料來說，如果它是抽象的片段，它甚至可能尚未成為我能夠注意到的某一種性質，它還不
算是具有觸發的可能性的統一體。所以當胡塞爾在討論「同質性的綜合」的時候，強調要先繼
續留在流的當下的連續的統一綜合。而且他說：「我們預設﹙presuppose﹚對象是被構成的，內

在客體已經是凸顯的（prominent），單一（singularity）或是統一地封閉的集合或是全體，作為

在明顯的部分中連接在一起的」。（Analyses, p.174） 
166 Analyses, p.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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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真實對象」（real objects）來說，當然有很好的理由辯稱，單單相似性

並不能創造任何種類的「連結」，在它們之間任何「真實（real）的連結」。

例如有兩個人的鼻子非常相似，這並不能造成在他們之間「真實的縛結」

（real bond）。但是我們要說的是「內在與料」（immanent data），例如在

流的當下的統一體中的具體顏色與料（concrete color-data），而且，那個

與料是在更長的構成期間之下在內在共在中被給予於意識的。167 

這邊要辯明的是，如果我們回到素樸的自然態度中，問及兩個真實對象的事

物，如何因為相似性而相關在一起，便不是這裡要討論的內在領域。畢竟相像的

兩個人，他們是真實的對象，例如某兩個人的鼻子很相像，但是他們並不一定會

有「真實的連結」。這裡要說的是在內在意識中，各種與料的被動的連結關係，

好像是說把紅的與料和與紅相似的與料（例如粉紅的體驗與藍色的體驗比較不相

似，而與正紅的體驗比較相似）結合在一起，成為紅的一類。 

(2)作為聯想活動場域的時間意識 

就胡塞爾來說，時間意識的綜合，是個最普遍的形式，所有的構成活動都是

在時間意識中進行的，「於是我們在此，要在內在中找到原則上最一般的綜合，

特別是如我們所說過的，是關於延伸而越過『超驗的時間綜合』（the transcendental 

synthesis of time）的內容的綜合，而且這個綜合本身，依據它們一般的特徵，是

可被認識作為超驗地必然的（transcendentally necessary）」。168 但是時間只是個

必然的形式，關於意識中的綜合活動，除了最一般的時間的形式，還要說明關於

內容的差異或是相同。如果只談及時間的形式，僅僅是抽象的說明而已。 

如果時間意識是同一的統一體——或說是「對象性」（ objectlike 

formation）——的原初構成場所（place），而且是被給予於意識的所有「對

象性」的共在以及連續的連接形式的構成場所，則我們所討論的仍然只是

個製造一般形式的意識。無可否認地，只有「形式」是「抽象的」（abstract），

而且如此，時間意識的意向性分析以及其成就一開始就是在「抽象」層次

的分析。它只關切所有單數的以及複數的對象的必然的「時間形式」，或

是相關地它只有興趣於構成時間客體的多重時間相位的形式（the form of 

manifolds）（…）它不能給我們任何流的當下、以及諸當下的統一的流——

                                                 
167 Analyses, p.175. 
168 Analyses., p.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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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內容之個別性﹙particularity of content﹚的「必然綜合架構」﹙the 

necessary synthetic structures﹚的觀念。169 

當我們意識到對象的時候，它必然是在時間的形式之中，關於這個對象的「內

容」的延續。例如，當我看到個白色的杯子，我之所以能夠注意到它，是因為有

一些白色的、杯子形狀的感性材料，在時間中延續著。如果抽離這些內容，而只

談及時間的形式，我無法說明就這個杯子與杯子所在的桌子之間，顏色的差異，

是如何在時間的形式中構成的；我也無法說明這個杯子與杯子表面的圖案之間的

區別以及部分的「關係」。所以對於對象的構成，除了與時間、空間的形式有關，

還要說明其他的形式。賽朋指出：「有一些其他的形式，也就是那些連接諸內容

之間關係的形式。這些形式首先可以在活生生當下的質素場中找到（…）而其中

最基本的形式是，藉由對比（contrast）以及融合（melting）所產生的配對（pairing）

關係」。170 而貫成人（Shigeto Nuki）也論證了時間形式以及質料的綜合是互相

依存的。他說，「一方面如果沒有形式的時間性構成，質料的構成是不可能的，

另一方面，如果沒有考慮到質料的綜合，那麼時間的綜合是不可能的」。171 

這種關於內容的綜合形式，在胡塞爾早期的內在時間意識分析中，並不突

出，這是因為早期的內在時間意識分析仍是在靜態現象學的分析中進行的，而在

《主被動綜合分析》之中，胡塞爾已經發展了較為動態的發生現象學的研究方

法。在發生現象學的架構中，除了強調主體的歷史性問題，也採用較為動態的競

爭方式來說明感覺與料的呈顯，例如在下文中會使用到「吻合」的方式，來探討

同質性與異質性的與料之間如何呈顯出來的過程。 

在說明聯想學說的一般設定後，接下來需說明幾種主要的聯想關係。首先，

是關於同質與料的融合和異質與料的對比的關係。而關於異質與料的對比關係，

在下一節關於觸發概念的澄清會有更清楚的說明。再者，如果與料之間並不是完

全相同，便會有差異的光譜之間的綜合活動，在這裡稱作漸層（gradation）關係。

最後，我們每個當下的聯想活動，並不是只有每個片刻時間相位的綜合，還有喚

起到當下與每個當下內容的綜合，所以必須再次談及喚起與再製的聯想。 

                                                 
169 Analyses., pp.173~174. 
170 Seebohm, Thomas, 1992. p.510. 
171 貫成人的論證有兩個方向，一者論證質料的綜合必定預設了時間的形式，另一個方向，則是

論證時間的形式必定預設了質料的綜合。關於他的論證，詳見 Nuki, Shigeto, “The theory of 
association after Husserl: Form/content dualism and the phenomenological way out”, Continental 
Philosophy Review 31, 1998. p.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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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同質性與異質性 

(1)同質性與融合 

就這些感覺與料的內容「連結」來說，最一般的例子可以說就是關於在意識

中，「相似」或是「齊一」的感覺與料的結合。172 

最一般的有關「內容」而被決定的「凸顯客體的連結」（connections of 

prominent objects），是「相似性」（similarity；Ähnlichkeit）或是「齊一性」

（uniformity；Gleichheit）173 以及非相似性；或是說得更簡明一點是「同

質性」（homogeneity）的連結和「異質性」（heterogeneity）的連結。作為

被意識所構成的連結，是意識綜合的成就，而且在此我們遇到某些新的東

西，也就是「意識的同質性之綜合」（ consciousness’s synthesis of 

homogeneity）。174 

在這些與料的相似關係中，依其相似程度的大小，連結的強度也有不同。「『相

似』（kinship）有其程度，而且依據其程度，更強地或更弱地統合這些與料。最

完全的相似性（similarity or kinship）是齊一性（uniformity），也就是它造成最強

的同質性的連結」。175 就胡塞爾所使用的術語來說，最相似的狀況，他便稱之為

「齊一性」。 

在上述這些齊一的與料是「共在」（coexistence）的說明方式中，情況比較

單純，它們是「統一體的雜多（a multiplicity of unity）的特別集合」176 或是「純

粹通過相似性而綁縛在一起的諸個別與料的全體」。177 但是如果是在「動態的考

慮」（kinetic regard）中揭露其「結合」的特徵，情況便稍微複雜。 

                                                 
172 胡塞爾在此強調，就一個「真實的對象」（real object）來說，相像的東西並沒有真實的連結。

這個連結關係只在內在的與料中才會發生。例如說有兩個人的鼻子很相像，在現實中，這兩個
人可能並沒有關係，但是對我來說，如果這相像的部分解釋做我意識中對這兩個相像的人的印
象，那麼這兩個內在的元素可能會被聯繫在一起。當我想起或者是遇到某人，我可能會連帶地
把相似的那個人一起帶到我的直觀中，伴隨著這個被想起或是被見到的人一起出現在我的意識
活動中。（參考 Analyses., p.175.） 

173《通釋》頁：206。在被動綜合的過程中，一個自為統一的意義領域之所以能形成，是因為它
與其他意義領域相對照，它自身具有同質性，也就是相似性。 

174 Analyses., p.175. 
175 Analyses., p.175. 
176 Analyses., p.175. 
177 Analyses., p.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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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從這種關係——一個元素到另外一個元素的「比較性的過渡」

（comparative transition）中，這新的齊一特點，就會被給予作同一事物的

「重複」（the repetition of the same thing）（…）當我們比較這關係的諸元

素，我們發現會發生一個意識「覆蓋」（overlapping）另一個意識；即使

此對象經過變異（modification），意識仍會藉由作為此同一的第一個對象

的意識之過渡而被保留，但是第一個對象的意識會與第二個對象的意識

「吻合」（coincide），而如果是在「齊一性」的例子中，則兩者會是「一

致的」（congruent）。178 

在時間的流程中，我們可能藉由身體或者是對象的移動，而發生這種所謂的

「過渡」（transition），就像是播放電影的膠捲一樣，後一格底片取代了相似的前

一格；當這兩格底片完全相同的時候，電影的畫面是沒有變化的，也就是這裡所

謂的同一事物的「重複」。但是這種重複在我們的意識活動中，並不是一個取代

了另一個，而是會發生「覆蓋」，亦即後一個「覆蓋」了前一個。 

就術語而論，overlapping 有部份吻合，部分相同的意思，所以我稱作「覆蓋」；

而 coincide 則是「吻合」、相符，完全一致的意思。所以上文的意思是，如果有

個對象的認知，發生了上述所謂「動態的考慮」的時候，也就是比較同一事物的

重複，這時會產生意識的的吻合。原來的意識對象還在，並沒有消失，只是第二

個意識對象覆蓋過第一個意識對象。這個動態的結合便異於之前討論「共在」的

連結，而可以說是「新」的齊一性的說明方式。 

再者，在「覆蓋」的過程中，也有可能所覆蓋的並非完全相同。也就是不是

「齊一性」（uniformity）的狀況，而是「相似性」（similarity）的狀況。如此，「在

覆蓋的過程中交互地「抑制」（repress）了個別事實其衝突的綜合。「抑制」意味

著其中一個隱藏另一個，而且這個被隱藏的元素傾向於不被隱藏，穿透過去被隱

藏的元素」。179 胡塞爾所舉的例子是，意識到「紅色的方形覆蓋住一個藍色的方

形的時候。視覺上有相似性，但是它不是齊一性的。紅色的與藍色的會相衝突

（clash）」。180 

所以在完全吻合的「齊一性」的情況之下，「關於內容的融合（fusion）已經

在此兩個個別意識的綜合中實行，特別是，形成關於內容的社群的單一性

                                                 
178 Analyses., p.176. 
179 Analyses., p.176. 
180 Analyses., p.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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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gularity of community）融合。但是在相似性的覆蓋中，也有一些融合的東

西，然而就沒有『純粹的融合』（pure fusion）以及統一性的形成；而是有作為預

設（presupposition）的『統一性』，作為隱藏的、抑制的以及爆發的『基底』（ground）

的『統一性』」。181 融合（fusion）便在此提出，完全吻合的齊一性的情況被稱作

一種「純粹的融合」（pure fusion），而在相似性的覆蓋中所產生的融合，會有一

種傾向於可能被取代的不穩定。182  

這種同質性的融合已經出現了「觸發的傾向」，也就是說，藉由這種同質性

的融合，已經「凸顯」出對象的內容。 

觸發的傾向（affective tendency）同時地屬於它；為了（for）某個為其自

身凸顯（prominent）的東西，觸發地發揮功能。而且源於同質性而來的某

個凸顯的東西之「連結」，運作統一和擴大的觸發力量與傾向在自我之上，

無論這個觸發之力是否有給進自我之中；而觸發在朝向（turning toward）

中被充實之後，便會減緩。
183 

(2)異質性以及襯托 

胡塞爾藉由對同質性所產生的連結關係，進一步說明，在全體中區別出部分

的發生模式： 

如果我們運用同一個揭露方式（覆蓋），這些藉由同質性所連結的諸類型，

可以不同地被「搭橋的關係」（bridging terms）所聯結，從而形成許多不

同組的齊一性（…）於是，形式上來說，我們從關於 b這個齊一的元素中，

區分出關於 a特徵的元素，而且同樣以這個方式對其他相似的東西。184 

這種方式是在一堆感性與料之間，運用了數次藉由同質性所形成的不同類型

的統一連結。於是，殊別的性質便被襯托了出來。就像是有一堆異質的積木，其

中顏色有紅色、黃色和藍色，形狀有三角形、正方形和圓形。我先挑出紅色的性

質，所以所挑出來的有紅色的三角形、紅色的正方形以及紅色的圓形。在紅色的

                                                 
181 Analyses., pp.176-177. 
182 就這一點來說，應該可以說就是胡塞爾對「模態理論」的另一種說明。（Analyses., Division 1: 

Modalization） 
183 Analyses., p.177. 
184 Analyses., pp.177~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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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群積木中，任一個與另一個的配對（pair）關係便是紅色。接著，我再對黃色

和藍色運作一樣的程序。此時，我便得到了顏色屬性中的紅色、黃色以及藍色的

性質。在例子裡，所謂「搭橋的關係」是指「顏色」這個屬性。我藉由找出某種

齊一的顏色，藉由「覆蓋」這個揭露的方式而形成某種顏色的融合（fusion），而

且將這種顏色在其他顏色之中襯托出來。 

或許我可以從紅色的積木群中，挑出三角形、正方形以及圓形。這個時候我

的所有的積木就是，紅色的三角形、紅色的正方形以及紅色的圓形。於是我在形

狀上把三角形、正方形以及圓形，運用同樣的方法襯托出來。而這些殊異的屬性，

對胡塞爾而言，「極端地來看，所有形狀在一方面來說都是相似的，而所有顏色

在另一方面來說也是相似的」。185 所以，紅色的三角形相對於其他的積木，便有

紅色以及三角形這兩個「環節」被襯托出來。胡塞爾說，「藉由這個交纏的同質

性的綜合（intertwining synthesis of homogeneity），紅色把自身區別於形狀，這兩

個在紅色三角形中的個別環節就「凸顯」（come into relief）出來，而且在其自身

運作了「觸發的力量」（affective force）」。186 

3、元素結合的漸層關係 

當胡塞爾在活生生當下的時間流中，談及意識內元素的結合，提出一個較為

「動態」的揭露方式，亦即「覆蓋」。藉由在時間流中同質元素的「覆蓋」，而產

生了「融合」（同質性）的觸發力量以及「襯托」（異質性）的觸發力量。利用同

質與料的「覆蓋」，這些與料被融合成「統一體」；或者是利用重複進行這種同質

性的「覆蓋」，彼此襯托而突顯出殊異的性質。 

但是對於並不完全同質的，也就是「相似性」的與料，胡塞爾有個更為細緻

的分析，也就是關於「漸層」（gradation）的分析。 

「原初的現象」（primordial phenomena）特別包含了「齊一的現象」（the 

phenomenon of uniformity）以及「一連串漸層的現象」（the phenomenon of 

a series of gradation）：（在第一個情況中）是「相似性的統一」（a unity of 

similarities ），純的（ sheer ）顏色與料的統一，也就是「共在」（ in 

coexistence），但是（在第二個情況中），作為被排列的接續的統一體從紅

色到藍色的「漸層」（a graduating from red to blue），或是一連串越來越大

                                                 
185 Analyses., p.178. 
186 Analyses., p.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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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角形。然而，我們可以視為一個平行的原初現象，一個與料跟隨著另

一個與料的「時間性的排列」（temporal ordering），而且藉由通過相似性

的排列，齊一性的排列，或是顏色或是大小漸層的排列被統一起來（…）

並不單單是通過相似性所形成的普遍配對形式，而是我們在此特別稱作

「漸層」的特殊的相似性。187 

於是現在強調的重點在於「相似性」關係中，穩定的變異形成一連串連續的

相似。在這一連串的時間排列中，不再只是相似的兩個物件的配對關係，而是配

對的最後一個物件是下個配對關係的開始，作為新的漸層的起點。如果我在時間

流中再使用各個物件「覆蓋」的揭露方式，這一連串相似而漸層的物件群，便會

有一種越來越強的「繫縛的力量」（binding force），所以由漸層的過程所形成的

每個時間片段的融合的統一體，其觸發力量之運作會較前一個片段的融合統一體

更強。 

4、喚起與再製的聯想 

在討論「聯想」問題的時候，由於把研究的對象設定在最原初的說明，就像

是一開始所作的白色片塊的例子，所以一直專注於這個原初的內在與料之間，最

基礎的「內容」之間的關係，也就是「同質性」與「異質性」的動態研究。但是

這個研究是個時間上連續的近距的研究。一個感覺與料與下個感覺與料的關係，

就像在連續逐漸變大的三角形的例子中，上個配對的結束是下個配對的開始。因

為一開始胡塞爾企圖說明最原初的連結關係，所以他說： 

讓我們繼續留在流的當下的連續的統一綜合，讓我們一開始不要靠近任何

之後應該要說明關於發生以及新的成就的「回想功能」，讓我們只用少許

「 把 未 來 帶 入 直 觀 」 功 能 （ bringing the future to intuition ；

Vorveranschaulichung），也就是往前跳而超越了連續的前攝的期待。我們

甚至不運作所有種類的「幻想」、所有種類的概念「活動」（acts）、評價以

及意志活動（activities），不偏袒對主體性來說必不可少或非必要的例子。

188 

                                                 
187 Analyses., p.180. 
188 Analyses., p.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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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之後的分析中便必須首先要談及「喚起」的現象。因為在我們的經

驗中，我並不只有一種在連續的序列中，所發生的「綜合」的意識運作。在持存

的過程中，較接近原初印象的內容便具有更多的直觀性質，更為確定以及更為清

楚，而且因為仍然活潑，它會立刻被帶入當下的「綜合」活動中。例如說一連串

的敲擊聲，當第二個敲擊聲發生的時候，第一個敲擊聲可能還在我的印象中，它

依舊是如此的鮮明，導致於它仍然有直觀的性質，而且在第二個敲擊聲發生的時

候，我會把這兩個敲擊聲連結在一起，與第三個、第四個敲擊聲，一同給我一連

串敲擊聲的感覺；但是，當持存活動一直持續，以致於到了持存無效（nil）的

領域，這時「這個被構成的元素、這個同一的元素不再構成地活潑（constitutively 

vivacious），也不再觸發地活潑（affectively vivacious），而是，所具有的意義以

死亡的樣子（in a dead shape）隱匿在那裡」。189 此時，它便較不容易被帶到當

下的綜合活動。於是，胡塞爾區分了兩種喚起，一種是「整個沉入過去的領域、

遠距的領域的喚醒」，一種是「仍然在醒著的生活中空的意向的喚醒」。190 就後

者來說，是喚起仍在具有活潑性質的持存過程中的對象，而前者所要喚起的則是

已經停止運作了的持存中的對象。 

這種「綜合」的運作，還包括已經沉入過去了的持存，在每個當下都包括了

「把過去帶到當下的喚起作用」、「把未來帶入直觀的作用」，或是各種幻想等等。

也就是說沉入過去的「持存」有可能被帶到當下，但是這樣帶到當下的意識功能，

可能伴隨著變異，「這個直觀越來越少『純粹的直觀』（pure intuition），而越來越

多『直觀的混和』（mixture of intuition）以及『空的呈現』（empty presentation）」。

191 所以說， 

在純粹的意識架構中，我們找到了流動的當下意識（streaming present 

consciousness）（…）但是過去（pasts）也可以通過記憶進入到現在的意

識。精確地說，在那個正在當下流動的意識統一體中，我們找到具體的知

覺伴隨著這些知覺的持存的元素以及具體的持存——所有在持存的流中

的那些，逝去而進入了距離較遠的持存的視域（…）在某些被記起的以及

某些當下的元素之間，我們可以現象學地找到獨特的「連結特徵」

（connective trait），我們可以用下面的方式來表達：現在的某事物喚起過

                                                 
189 Analyses., p.227. 
190 Analyses., p.228. 
191 Analyses., p.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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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的某事物（something present recalls something past）（…）知覺的意識，

也就是被原初地構成的意識，可以據此被描繪成具有喚醒能力的意識，喚

醒一個再造（reproduction）的意識，而具有把過去的意識接來現在的喚醒

功能。192 

在每個具體的知覺活動中，有種「被動的意向」會將「沉入過去的持存」，

通過「記憶」，而帶到當下的意識之中。所以才說「在當下流動的意識統一體中，

我們找到具體的知覺伴隨著這些知覺的持存元素以及具體的持存」。而這個喚起

的意識活動的功能，胡塞爾用一種方式來表達，那就是「現在的某事物喚起過去

的某事物」，這種活動就被描述成「把過去的意識接來現在的喚醒功能」。 

但是這個「喚起」的依據是什麼呢？胡塞爾說： 

我們發現喚醒（awakening）不常引起直觀的（intuitive）記憶，而是引起

空的呈現（empty presentation）。這個空的呈現於是在決定性的狀況之下

被指向，而且如此就有決定性的（只是不總是有效的）傾向去成為一個記

憶（turn into a remembering），而通過直接的聯想193，必然地形成一個相

似的某物的記憶。194 

所謂「空的呈現」195 意味著，當喚醒在運作的時候，這個喚醒先引起「空

的意向」，也就是尚未被內容充實的意向，這個空的意向需要被「充實」。在此處

                                                 
192 Analyses., pp.162~163. 
193 胡塞爾區分我們的聯想活動有直接的以及間接的，胡塞爾說：「我們經常而且很容易地觀察

到，一個 a 喚起了一個 b，而這再喚起 c，我們並不是直接地想起 c，而是通過 b。但是聯想也

可能沒有被注意到而進行。就像是我們無法注意到在我們意識領域中呈現的那麼多事物一般，

我們無法注意到諸聯想的關連。通常，我們也會藉由回溯的看，也就是反思，來察覺我們過去

的意識以及意識的內容。當某一個，通常是非常間接的最後一個物件，特別顯現給我們的時候，

我們的興趣(interest)會撇去表面的物件，就像一個突然的想法被我們所了解，然而這整個聯想

的連鎖(entire associative nexus)會在意識中進行，這個連鎖不會以任何方式被注意到」。
（Analyses., p.167.） 

194 Analyses., p.167. 
195 當胡塞爾在說明前攝與持存的差別時，胡塞爾利用「使其共在」（making co-present；

Mitgegenwärtigungen）的形式來說明，也就是相鄰於「過去的記憶」、「未來的記憶」的那種「現
在的記憶」，這三種記憶對胡塞爾來說都是「直觀」，也就是「直觀的記憶」。就此他說：「這些

直觀的記憶，並非一開始就在發生中（genesis）來到；而是，相對應的『空的呈現』是本質上

較為先前的」。（Analyses., p.117.）所以「直觀的記憶」以及「空的呈現」之間的關係是，「空
的呈現」先於「直觀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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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實」的意思應該是，向時間流的過去方向去追溯，尋求充實，也就是「回想

的過程」。所以「喚醒」引起的，好像是意向活動的起點，從這個起點開始去充

實空的意向。因為這個空的意向指向過去的體驗，因為是與過去在「共同的過去

的連鎖」中，所以當這種回想達到充實，便形成記憶的直觀，也就是把某個記憶

帶到直觀來，成為當下的體驗，而成為一可能的「直觀的再製」。 

而且在此過程中，是靠著「相似性」作為喚起的以及被喚起兩者之間的連結。

而這「相似性」的特徵，胡塞爾描述為「搭橋的關係」，透過「搭橋的關係」，便

已經在每個當下運作了普遍的「綜合」。 

每個喚醒是從印象的現在（impressional present）或是已經是非直觀地或

是直觀地被再製的現在，走向另一個被再製的現在。這個關係

（relationship），或是我們可以馬上說，這個綜合，預設了「搭橋的關係」

（bridging term），也就是相似的某物（something similar）；從這裡，這個

橋藉由相似性作為特別的綜合橫跨過去。如果以這個方式被傳送

（transmitted），現在就進入伴隨著另一個過去的現在的普遍綜合；互相相

關地，一個充滿的（full）現在的意識，就進入伴隨著另一個被淹沒的

（submerge）現在的意識的普遍綜合、作為特別的喚醒的綜合以及特別的

再製架構之綜合。196 

由於「持存」會進入到無差別的過去，直觀的內容會漸漸消逝，是以胡塞爾

便要介紹這種「喚醒」的功能。透過喚醒的功能，每個當下便不是只有片刻的印

象，而具足了被帶到現前來的過去記憶、對未來的期待，以及基於這些而產生的

幻想。「所以，連結『現在的內容』與『在持存領域中的內容』的『聯想』，可以

稱作『再製的聯想』（reproductive associations）」。197 當我們具體來看的時候，

在每個當下具有一個單一的具體意識，但是在現象學揭露的觀點來看，這每個單

一的具體意識都可以說是雜多的抽象的意識在當下的綜合。兩者就像是白色的大

塊的平面以及組成這個平面的諸多白色片塊一般。 

再者，這些「喚起」以及「綜合活動」，並不是在主動的意識下的成就。畢

竟當我「睹物思人」或是「觸景傷情」的時候，很明顯不是我「主動」能夠做的

選擇，而是「被動」喚起的記憶。所以在被動的聯想過程中，這些元素，包括同

                                                 
196 Analyses., p.168. 
197 Seebohm, Thomas, 1992. p.511. 



第四章  聯想與觸發 

 69

質的、異質的，連續的、或是遠距而斷裂的，都是在被動的模態中連結在一起。

但是當這個連結的活動形成統一體的時候，「自我」便有可能被這個統一體所吸

引，而轉向這個統一體。所以下一節將要說明這種引起「自我」開始朝向的概念，

也就是「觸發」。 

 

第四節  統一性的契機－觸發 

1、觸發的定義 

胡塞爾在 HuaXI 中，有一個章節專門討論「觸發」。就胡塞爾自己的定義來

說： 

藉由觸發（affection；Affection），我們理解到這個被給予於意識的「引誘」

（allure；Reiz），被給予於意識的對象作用於自我之上的拉力；它是這樣

子的拉力：也就是當自我注意地朝向它，從這個地方開始進行，努力朝向

自我給予的直觀，揭露越來越多對象的自我，努力朝向知識的獲得，努力

朝向對象更精密的觀點，然後才會放鬆的拉力。198 

所以觸發意即為作用於自我之上的拉力，這個拉力是由被給予於意識的對象

所產生的，這個拉力有可能會讓我對此對象產生注意，我可能會因為注意到它而

轉向這個對象。但是也有可能這個拉力並不讓我產生注意，不會使我朝向觸發我

的這個對象，胡塞爾稱造成這種狀況的對象為「隱匿的對象」（implicit objects），

而 這 種 在 我 們 意 識 活 動 中 的 隱 匿 的 對 象 ， 在 某 種 適 當 的 條 件 （ favorable 

condition；günstigen Umständen）下，仍然會在意識場中「凸顯出來」（bring into 

relief），所以仍然要把這種狀況放在觸發的狀況下來解釋，職是胡塞爾便區分「實

際的觸發」（actual affection）和「朝往觸發的傾向」（tendency toward affection）。

實際上造成我注意力轉向的就是實際的觸發；如果這個觸發的力量還不致於讓我

注意力朝向，就是朝往觸發的傾向。而且胡塞爾還特別說明，這種觸發的傾向並

不是空的，而是「質料上根植於本質的條件的觸發的潛在性（potentiality of 

affection）」。199 

另外，觸發預設了「凸顯」（prominence；Abhebung），這個凸顯的意思是說

                                                 
198 Analyses., p.196. 
199 Analyses., p.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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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藉由通過在關於內容的「對比」下之融合而發生。「對比」的意思是說，可能

同時有許多東西對我產生吸引，但是這些東西並不讓我產生注意，這些觸發的力

量達不到我，所以只能是觸發的傾向。而在這些觸發的傾向之中，如車子行駛過

去的聲音，歌曲的音符，凸顯的香氣等等，我若注意到這首歌曲，我便會朝向它，

這首歌曲就對我有了觸發，它對比於其他的觸發的傾向凸顯了出來。然而，如果

有個猛烈的爆炸發生，這個爆炸不只淹沒了聽覺場的觸發的個別物，也淹沒了其

他場的觸發的個別物，於是我就只注意到這個爆炸聲，這個聲音不只蓋住了同樣

是聽覺場中的音樂，也把其他的觸發傾向掩蓋住了。 

2、觸發的繼起 

在前面的部分，已經進行了一般觸發的說明，而且是個單一的第一個觸發，

但是觸發的概念還不僅止如此，胡塞爾問到： 

現在，不是有關於這第一個觸發的繼起的法則（ laws concerning the 

propagation of this first affection）嗎？提到這個對象，我們也可以把觸發

描述成指向對象的意向的喚醒（awakening of a intention directed toward 

it）。現在困難的問題是，有意向的喚醒之繼起法則（laws of propagation of 

intentional awakening）嗎？200 

觸發的概念不能只用單一觸發活動就完全涵蓋，還要包括觸發的繼起的問

題。就像是投石於湖中，會產生漣漪一般，當觸發投入我們的意識之流，也會產

生如漣漪一般的喚起，所以除了要討論第一個觸發的繼起的法則，也要對意向的

喚醒之繼起的法則加以說明。而這個法則所憑藉的，是胡塞爾對時間意識架構的

說明，以及在發生現象學觀點下的「綜合」概念。201 所以在 HuaXI 中觸發的概

念是在聯想的脈絡之下談論。觸發可以說是一種聯想而且也可以說是一種喚醒。

202 胡塞爾說：「我們也可以把觸發描述成指向這個對象的意向的喚醒（awakening 

of a intention directed toward it）（…）引介這個喚醒的語言，已經暗示了這個我

們正在處理的某個密切關聯到一般意義之下的聯想的事實」。203 

所以說觸發有一種特性是「繼起」（propagation；Fortpflanzung），也就是這

                                                 
200 Analyses., p.198. 
201 Analyses., Division2. 
202 Kortooms, Antonie, 2002. p.218. 
203 Analyses., p.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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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觸發引發其他在回想中的觸發204，也就是觸發是跟隨這構成活動的生成過程。

而且由於這個在時間序列中生成的過程是有連續性的，不是斷裂的，所以一個觸

發，雖然會引起許多其他的觸發，或者說是觸發的喚起——亦即，當一個觸發發

生了，我開始注意這個對象，同時這個觸發喚起了其他的觸發對象，但是，這些

卻是在同個相關聯的連鎖中，具有統一的意義。好比說我現在看到了一個花瓶，

讓我想起了昨天這個同一張桌子上的花瓶，甚至去年已經被打破了的花瓶…，這

些被喚起的對象都對我產生個別觸發的力量，但是這些觸發都會在親近性的連鎖

中，一起成為統一體，具有統一的意義，具有觸發的立義。 

在此，特別重要的是「每個在繼起中的原初喚醒（original awakening in 

propagation），也就是，在喚起新的與料的聯想轉換中（ in the associative 

transference of awakening to new data）的原初喚醒，是通過齊一性繫縛在一起」。

205 所以當第一個觸發發生，讓我朝向這個產生觸發的對象之時，我同時喚起了

其他的觸發力量，這些被喚起的對象通過齊一性結合成統一體。 

「如果一個剛剛才開始的與料『被喚醒』（geweckt），則這個『喚醒』

（Weckung）將持續地往前進行；這個喚醒伴隨著連續開展的（unfolding）與料，

但仍然在其開展中失去了這個與料」。206 這就是說當出現了個觸發的喚醒，也就

是藉由觸發而產生的一連串喚醒活動之時，意識活動並不是就在這個時刻停止下

來，以便進行齊一性的結合而形成統一體；意識活動仍然在進行中，所以這個被

觸發的喚醒所喚起的時間客體的活動繼續往前進行，但是這個活動在進行中，會

逐漸失去其力量。這是因為對該喚醒的當下來說，這個被喚醒了的與料繼續往前

進行，但是對後續每個不斷進行中的當下來說，它是被持存了，再次漸漸沉入過

去，於是持存的法則再次發生功能，這個被觸發而喚起了的與料，又再次從顯露

中失去了。因此「這個連續的觸發力之傳遞（continuous transference of affective 

force），將在較不適當的條件中，運作平穩的喚醒，最終觸發的漸弱，然後停止。

在這個往更弱的聲音過渡時，這個一開始具有觸發力量的響亮聲音，進入到最柔

和不再被注意到的弱音」。207 

但是上面所做的說明是對觸發的繼起的一般性說明，或許有一些情況中，觸

                                                 
204 Analyses., p.196.有一段話說到「在觸發首先預設了凸顯（prominence；Abhebung），而且在印

象的領域（impressional sphere）之中，它預設了只可以在遺忘的視域中以及回想的領域中找到

的那種突顯」。 
205 Analyses., p.198. 
206 Analyses., p.200. 
207 Analyses., p.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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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的印象並沒有形成連續的統一體，而是自我在被觸發之力感應的時候，這個觸

發的印象就直接沉入過去；或者說在另一種情況之中，一開始本來沒有注意到的

連續的音樂，現在則突然注意到它，而連同這一整首音樂一起被統一起來。接下

來便要說明這種情況。 

3、觸發與朝向 

一開始胡塞爾對觸發下定義的時候，便說明了兩種狀況：一種是「實際的觸

發」（actual affection）而另一種是「朝往觸發的傾向」（tendency toward affection），

實際上造成我注意力轉向的是「實際的觸發」，而如果觸發的力量還不致於讓我

注意力朝向，就是「朝往觸發的傾向」。在胡塞爾《經驗與判斷：邏輯系譜學研

究》中也說到，「吻合的綜合（the syntheses of coincidence）不論它是在無差別的

融合之中的吻合，還是在非相同物的衝突之下的吻合，都具有其觸發的力量，都

會對自我施加一種引起關注的刺激，不管自我現在是否追隨（obey）這一刺激」。

208 在此所謂的吻合的綜合，是指對象化的過程，在這個對象形成的過程，我受

到它的觸發，但是這不見得會引起我對它的注意，因而不會企圖進一步探尋它。 

對此胡塞爾舉了個例子來說明這個區別。當晚上散步時，有一道光線在我的

視域中閃過；「不經意地（incidentally），這道光線立刻觸發地209 以及統一地成

為凸顯，而毋須引起造成注意力轉向的刺激」。210 這個例子說明的情況就是我可

能不經意地知覺到某個對象，可能是某種聲音，可能是某個物件，但因為我是不

經意地意識到，所以我並沒有將我的注意力轉向它。又像是當我騎車呼嘯而過

時，路邊的街景並不一定都讓我注意，我可能意識到了，但卻沒有把注意力朝向

它，可能只有當我後來被問及路上有沒有看到什麼樣的招牌時，某個招牌凸顯的

                                                 
208 Husserl, Experience and Judgment:Investigations in a Genealogy of Logic, revised and edited by 

Ludwig Landgrebe ,translated by Tames S.Churchill and Karl Ameriks ,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3. p76. 中文翻譯《經驗與判斷：邏輯系譜學研究》鄧曉芒、張廷國譯，北京市：三
聯書店，1999，頁：96。以下皆簡稱為《經驗與判斷》。 

209 在 HuaXI 中觸發這個概念，就胡塞爾的脈絡上來看，其完整的型態應該是：一個對象對我產
生吸引力，讓我朝向它，而且這個吸引力會有繼起的現象，且各個繼起的觸發面向會藉由齊一
性融合起來，而構成一個統一體。但是胡塞爾也稱沒有達到自我極的觸發力量為朝往觸發的傾
向，也就是觸發的零點。這個概念是為了說明即使觸發的力量不足以達到自我極（這可能是因
為是在不適當的條件之下，也許是對比不夠，或是其他原因）但是一旦條件被滿足了，這個力
量就會讓我產生注意力的轉向，讓我注意到這個觸發我的對象。所以胡塞爾也稱這種沒有令我
注意轉向的吸引力為觸發的傾向。 

210 Analyses., p.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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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體才會再出現於回憶中。這種受到觸發的傾向，但是我卻沒有將注意力朝向

它的狀況，胡塞爾又稱作喚醒的零點（zero-point of awakening；Nullweckung），

它的意思就像是算數的時候，我不會把零不當作一個數目，零仍然是數列中的一

個數目，就如同喚醒的零點仍然是個觸發。 

所以這個例子說明了，由於閃光出現時，自我並未對這個光線有注意力的轉

向，而是當它對我產生觸發，也就是我對它有所感應的時候，這個觸發的力量直

接便成為持存。我雖然對這一整個閃光有所感應，但是我尚未將我的注意轉向

它，在此相對於這個閃光的對象，所對應的「自我」的同一性概念尚未形成，自

我並沒有對這個閃光有一種，「我意識到了這個閃光」的自覺，換句話說，我對

這個對象，尚未出現超越出當下時刻的把捉，我在當下把捉到的印象隨即沉入過

去，隨即成為持存。所以「我們是在非連結成整體的觸發意識中（in an unarticulated 

affection；in einer ungegeliederten Affektion bewusst），意識到連結成整體的統一

體（eine gegeliederten Einheit）。另一方面，我們並不是通過從外面而來的、從其

他統一體的部分而來的喚醒而意識到這些光線的統一體」。211 也就是說，這個對

象只是在片刻的印象中意識到，在例子中並沒有出現從時間流的各個繼起的時間

相位，藉由齊一性統合起來的統一體，所以此一狀況被稱作「非連結成整體的觸

發」。再者，也不是因為有另一個外在光線出現，才對我產生觸發，所以也不會

有這個觸發喚起我對原先光線已經流逝的印象而能與當下的印象統一起來的狀

況。 

在另一個例子中胡塞爾說明了可以在意識流中，產生繼起的關係而連結成整

體的統一體的觸發情況： 

喚醒從觸發開始輻射（ radiating）出去，而且被往外指向（directed 

outwards）。這些光線已經在喚醒的過程中，即使它只是在零的喚醒

（Nullweckung）。這些光線的其中之一，突然改變其顏色，以充分的強度，

從藍色變為紅色。或是我們只是改變其強度；它變得更亮了。這個光線現

在變得特別地觸發，而且同時這個強調（accentuation）明顯地有助益於這

整個光線。212 

這個例子是說，當光線在強度上或是在顏色上突然有很大的轉變，像是從藍

                                                 
211 Analyses., p.202. 
212 Analyses., p.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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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變成紅色，或是說變得更亮了，這個轉變的強度強到對我產生了很強烈的觸發

力量，這個力量引起了接踵而至的喚醒，這個強烈的觸發喚起了之前沒有變化時

的觸發、那些在持存過程中相似的體驗（雖然那些觸發可能沒有造成注意力的朝

向）。於是這個觸發的力量不只是讓自我感應到觸發之力，然後觸發的印象就直

接沉入過去；而是這個觸發的力量向外指向，指向當下印象之外，像是沉入過去

的記憶，於是把這些沉入過去的記憶對象喚醒了過來，帶入當下，與每一刻當下

發生的觸發結合起來，形成更強的喚醒的統一體。 

在說明了第一個觸發和後來的繼起的統一，以及對本來沒有被注意到的單一

觸發，後來經由觸發力量的改變而讓我注意到的情況之後，胡塞爾接下來處理了

一個更為困難的情況，那就是在形成統一體的過程中接續的對象領域的例子： 

一段沒有運作任何重大的觸發力量的旋律，或如果可能的，完全沒有運作

任何觸發的刺激在我身上。我們專注於其他的事物，這個旋律並不像是打

擾（disturbance）一般觸發我。現在來了一特別甜美的聲音，一個片段特

別引起我感覺上的愉悅或是不快樂。這個個別物（particularity）並不只是

在活生生的狀況中單為其自身而成為觸發；而是這整段旋律都被強調，以

至於這段旋律仍然是活生生地持續存留在當下的場。於是這個觸發，往回

射向持存的一個個的片段；這個觸發一開始就是在統一的狀態之中，藉由

強調這個持存的諸片段而運作，而且同時它影響了這個凸顯的特別質料，

影響了這些個別的聲音，培養特別的觸發。213 

這個例子說明在接續的對象中，我是如何掌握到統一體的。這個接續的對

象，指的就是一連串接續的音符。在之前的例子中，對象藉由「對比」，而對我

產生吸引力，讓我朝向它，並且吸引力會有繼起的現象，也就是說這個觸發的力

量，會在沉入過去的回想過程中，同時喚起過去的體驗，將其帶入當下的綜合活

動中，這些被帶到當下的體驗，會繼續往前進行，在進行的過程中再次沉入過去。 

然而各個繼起的觸發之時間相位會透過齊一性在當下這個場中融合起來，而

構成統一體。但是因為胡塞爾也稱沒有達到自我極的觸發力量為朝往觸發的傾

向，也就是喚醒的零點，所以當一段音樂的旋律本來沒有運作任何的觸發在我身

上，因為這時我的注意力放在別處，這個音樂對我來說就是喚醒的零點。雖然它

                                                 
213 Analyses., p.203. 



第四章  聯想與觸發 

 75

並沒有對我產生觸發的效果，讓我朝向它，但是它對我來說仍然屬於觸發的傾

向。而且重點是當我對這整段旋律中某個特別悅耳的旋律所吸引，對我產生一種

觸發而讓我把注意力朝向它時，我不只是在當下注意到它，只具有當下的印象，

而是這個觸發會往回射向持存的一個個片段，把那些之前因為沒有被注意而直接

進入持存的印象一一喚起，帶到當下來，於是這整個旋律會一起被我所掌握。 

但是這與前例的差異是，在我們被一束光線所觸發的例子中，有可能因為沒

注意而一下子就沉入過去；也有可能在光線改變了顏色或是強度而觸發了我之

後，因為齊一性而將沉入過去的印象喚起，而統一在當下的感覺場中。但是就一

段旋律來說，這種齊一性難以完全說明掌握整段旋律的情況。或許相較於昨天我

聽到的某個旋律，現在這個觸發我的旋律片段，並不比這整首曲子的其他片段更

為齊一，如此一來我是如何掌握這整個旋律的呢？ 

胡塞爾舉出了一個例子可以補充「齊一性」的不足。如果整個聽覺的與料已

經是沉睡的（dormant），一個聽覺的客體被喚醒，則這個鄰近的過去也會一同被

喚醒，因為這個鄰近的客體與已經被喚醒的客體之間有「相近性」（affinity）；如

我 們 所 容 易 見 到 的 ， 它 指 向 觸 發 的 過 去 視 域 （ einen affektiven 

Vergangenheitshorizont）。214 所以在此處，讓這個接續的旋律被我掌握成統一體

的法則，除了齊一性以外，還有相近性。 

4、觸發與被前給予的世界 

在我們每日的活動中，我們對經驗的統一體的朝向，或說是注意到某個經驗

對象，例如：紅色、三角形或是一個杯子，這些都已經是在較為高層的構成活動

中的成就，但是胡塞爾說： 

我們並不總是有實際上可注意到的（noticeable）觸發。但是如果我們反省

這個明顯是相對的（relative）觸發的本質特徵，於是某些可被注意到的事

物變作沒有注意到，而某些沒有注意到的事物變作可以注意到，則我們就

會對「把不可以注意到的某物，當作為完全沒有運作觸發力量的某物」這

樣的詮釋產生遲疑。進一步，一旦我們已經審視了「觸發遞衍」的現象，

                                                 
214 Analyses., p.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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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會說，我們將在「作為觸發變異（the modification of affection）的

現象的明證」中遇到它。215 

胡塞爾特別要說明的是，在最底層的被動性中有一些「前給予的對象性」，

對「自我」運作了觸發的吸引力。這個吸引力尚未吸引我們注意力的朝向，而只

是前於可被注意到的對象的統一體而被給予我。胡塞爾稱這種「觸發」為「觸發

變異」（the modification of affection）。216 如此一來，當我沒注意到某物，就說它

完全沒有對我運作觸發的力量，這說法就會令人質疑。利用胡塞爾對這個最底層

的被動性說明，便可以通向為我存在的世界以及對這個世界中，對象的統一體的

說明。 

我要藉由陳述這是被動性的成就，來回應這個問題，而且作為被動性中最

低的層次，這個質素被動性的成就形塑了一個「為了自我」﹙for the ego﹚

被前給予的對象性的持續場，而且接續地、潛在地，形塑了一個被給予於

自我的對象性的場。所被構成的是「為了自我」而被構成的，而且極端地

說，所被構成的是一個，自我在其中生活、活動，而且持續地給予自我動

機的，完全實現了的「周遭世界」（environing-world）。這個為了意識而被

構成（的世界），只因為它觸發了我，這個自我，而是為了自我而存在的。

任何被構成了的感覺（constituted sense），因為它運作了觸發的力量，所

以它是被前給予的，只要自我遵守了這個吸引而且注意地轉向它，掌握

它，那麼它便是被給予的了。217 

就這段引文來說，胡塞爾提到了這個被動性中的層次有一個「為了自我」（for 

the ego）而被前給予的對象性的持續場，這意思是說，在我注意力朝向之前，有

許多所謂質素的被動性，或說是被動感覺材料已經被給予了我。就像是我每天路

過的街道中，沒有被我注意到的招牌、房子、道路以及它們之間的排列關係等等，

這些東西雖然沒有被我當作我意識活動的主題，但是卻一直隱隱發生作用。例

                                                 
215 Analyses., p.211. 
216 這裡我把「觸發變異」﹙the modification of affection﹚理解作上文提到過的「朝往觸發的傾向」

（tendency toward affection）。也就是說「觸發」的完整情況是造成自我的朝向，而沒有造成自
我朝向的觸發，只是一種「朝往觸發的傾向」，是「觸發」的完整情況的變形，所以是觸發的
「變異」。 

217 Analyses., p.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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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我想到我高中時，每天早上上學的途中，常常因為睡眠不足，所以經常處在

恍神的狀態，心中常常掛念著當天的考試、昨天背到一半沒背完的課文等等，我

很少注意我正在走的路，但是我也從未走錯過。我總是會在某個轉角就知道要轉

彎。這意味著某些對象以及它們的位置排列，已經在被動的質素層次構成了我對

世界的某些認識。 

另外，或許有人也有這種經驗：，打字時也許有些按鍵我們已經很熟悉了，

所以甚至可以不用看鍵盤就能打字，完全靠著手指的習慣就可以正確無誤而快速

地打字。但是當換了一個沒有我所習慣的輸入法的鍵盤，例如沒有標記注音符號

的鍵盤，儘管兩個鍵盤在形狀、大小或是質料上，都完完全全相同，但是一開始，

我卻會頻頻打錯字，就是有不怎麼順暢的感覺。這時我才反省到，這些在鍵盤上

的注音符號，在某個程度上，幫助了我打字的運作。我可能在打字的時候，會無

意識地瞥見鍵盤上的注音符號。雖然在此之前，我並沒有反省到在鍵盤上的注音

符號標誌對我有所影響，甚至沒有察覺到自己有看到了這些符號，它們一直處在

我活動的邊緣地位，但是它們實際上幫助我進行某些活動。 

在「周遭世界」中，所謂「被前給予」意味的是任何給予我的觸發（包括胡

塞爾所謂的觸發的變異）都具有觸發的力量，都是吸引我朝向的可能性。而相對

於此，那些我已經注意地朝向的對象，那些使我朝向的觸發，就被胡塞爾稱作「被

給予」。 

5、前景與背景 

之前在談及觸發，以及對象如何在我的意識中凸現出來時，所舉的例子都與

對象的活潑性（vivacity）有關，都是有關於質料的強度，像是聲音越來越強，

或是顏色的差異越來越大，而讓我們從沒有注意到這個聲音，到之後開始對這個

聲音有注意的朝向。如果轉換一個觀點來看活潑性，也就是不同於之前只討論質

料所給予我的觸發力的活潑性，而是把每個凸顯出來的印象都看作是在時間流的

視域中活潑的凸顯。如此一來，就算我不管質料上是強是弱，仍然可以區分活潑

性的差異。所以胡塞爾也稱之為，活潑性的漸層（gradation of vivacity）。藉此胡

塞爾區分了前景以及背景概念。前景就是每個當下原初印象的突出，突出於整個

時間流的背景。 

胡塞爾描述背景這個概念的時候提到：「每個具體的活生生當下場的與料

（concrete datum of the sphere of the living present）都會沉入過去，融入觸發的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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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領域（the region of affective nullity），但是這並不是空無一物（nothing）」。218 這

不是空無一物的無效的領域，胡塞爾稱作觸發的零視域（affective zero-horizon）。

這個觸發的零視域就是胡塞爾所說的背景。但是這觸發的零視域（affective 

zero-horizon）是什麼呢？我怎麼說明它在觸發上是個無效的領域，但是卻又不

是空無一物？ 

為了要說明這種觸發的零視域怎麼可以說不是空無一物，胡塞爾便須另外說

明一個觸發的統一體（an affective unity），以及殊別的觸發（special affections）

的概念。「這種觸發的統一體有一種統一的活潑性（unitary vivacity），所有屬於

這個觸發的統一體的殊別的觸發，就被當作許多個環節（moments），而被綜合

地統一在這個統一體中」。219 胡塞爾自己說到，他用「觸發的凸現」（affective 

relief）此一表達的方式，暗示了幾件事。「首先，這個表達方式意味著一個統一

體；再者，也意味著不同殊別環節的頂點」。220 就像是我們在看到廟宇石牆的浮

雕時，我的注意力會放在凸顯出來的圖形。我察覺或是認出這個圖形是一隻麒

麟，但是這隻麒麟的形狀是從背景中凸顯出來的，就像是在時間流中，每個流逝

中的當下都像是個凸現出來的浮雕。但是每個當下不能脫離整個時間流的背景，

即使時間流的背景不是凸顯出來的，因為這個背景可以說是每個流逝的當下所沉

澱下來的基底。如果沒有這個基底，我完全不能看出凸顯出來的圖形。就此來說，

這個觸發的統一體指的是這整個背景的領域加上凸顯出來的圖形的總合。這當中

包括前景以及背景都被當作不可獨立的環節而綜合在統一體中。 

而且因為在持存的過程中，觸發的活潑性漸漸的消失，每個凸顯出來與其他

片段的差異被消弭，而變得沒有差異。「每個持存的行列（procession）在這個變

化的過程中失去了它的觸發力，它變成了是死的（…）因為積極的觸發力量是動

態連結以及區辨的基本條件，如果觸發的力量減弱到零點，那麼這個觸發所引起

的意識活動就停止了它的活潑性」。221 職是，這個觸發的力量已經到了零點，這

就是之前所謂的「觸發的無效領域」，但是也正是流逝的當下所沉澱下來的基底，

亦即前景所必須預設的背景。 

                                                 
218 Analyses., p.216. 
219 Analyses., p.216. 
220 Analyses., p.216. 
221 Analyses., p.2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