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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簡介 

。。。。計畫目的計畫目的計畫目的計畫目的    

    恩斯特‧卡西勒（Ernst Cassirer, 1874-1948），被西方學術界公認為本世

紀最偉大的哲學家之一。他試圖將康德的先驗原則擴展到人類所有的活動之中，

認為不管是神話、語言、藝術、歷史和科學等種種人類的文化面向，都有自己的

形式、原則與目的，無法彼此化約。藉由這些看似不同的活動，人類創造了一個

只屬於自己的世界。哲學的工作就在於一致地去理解這樣一個具有多樣性的文化

世界，因為一旦我們理解了人類的一切活動，以及他自己所創造並且生活於其中

的那個世界，我們也就能了解人是什麼，而其中的關鍵，卡西勒認為，就在於那

個同時具有心靈與物質特性，也同時具有普遍性與具體性的「符號」。四大卷的

《符號形式的哲學》即為卡西勒生平最主要的著作。卡西勒的洞見在當代人類

學、語言學、符號學與文學藝術理論等都有相當的影響力，並且也直接影響了後

來的梅洛-龐帝與蘇珊‧朗格。 

    本計畫希望透過直接閱讀《符號形式的哲學》，並在每次的聚會中分享自己

的心得與討論，以了解卡西勒的符號與文化哲學，預計將持續三到四個學期。 

 

 選讀書籍資訊： 

 

書名 The Philosophy of 

Symbolic Forms 

書名 Philosophie der symbolischen 

Formen  

作者 Enrst Cassirer 作者 Enrst Cassirer 

出版

社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96 

出版社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94. 

 

。。。。小組成員小組成員小組成員小組成員    

召集人姓名 連絡電話 系所 學號 E-mail 

王少奎 0915197871 哲學所 9747501 kradoii@yahoo.com.tw 

 

指導老師 連絡電話 系所 E-mail 

張旺山老師 ＃42726 哲學所 wschang@ mx.nthu.edu.tw 

蔡英俊老師 # 42744 人社系 yctsai@mx.nthu.edu.tw 

黃文宏老師 ＃34563 哲學所 whhuang@mx.nthu.edu.tw 

鄭志忠老師 0912238283 哲學所 jjjeng@mx.n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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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員姓名 連絡電話 系所 學號 E-mail 

葉雨馨 0966723305 哲學所 9647506 g9647507@oz.nthu.edu.tw 

黃正春 0933142446 哲學所 9847502 g9847502@oz.nthu.edu.tw 

官鴻鈞 0911324818 哲學所 9647503 g9647503@oz.nthu.edu.tw 

王少奎 0915197871 哲學所 9747501 kradoii@yahoo.com.tw 

 

。。。。進度安排進度安排進度安排進度安排    

日期 時間 地點 
預定 

導讀人 
進行討論內容 

4/10 

14:00 

～ 

17:00 

人社  

A306 

鄭志忠

老師 

1) Foreword by Author. 

2) The concept of symbolic form and the 

system of symbolic forms. 

4/17 

14:00 

～ 

17:00 

人社  

A306 

鄭志忠

老師 

1) Universal function of the sign, 

2) The problem of meaning 

5/1 

14:00 

～ 

17:00 

人社  

A306 

張旺山

老師 

1) The problem of“representation”and the 

structure of consciousness. 

2) Ideational contentof the sign 

3) Transcending the copy theory of 

knowledge. 

5/15 

14:00 

～ 

17:00 

人社  

A306 

張旺山

老師 

1) The Phenomenology of linguistic forms 

2) Whilhelm von Humboldt  

5/22 

14:00 

～ 

17:00 

人社  

A306 
王少奎 

1) Language as expressive movement. 

2) Mimetic, analogical, and symbolic 

expression.  

6/5 

14:00 

～ 

17:00 

人社  

A306 
王少奎 

1) The expression of space and special 

relation. 

2) The representation of time 

3) The linguistic development of concept of 

number. 

6/12 

14:00 

～ 

17:00 

人社  

A306 

范鴻志

老師 

1) Formation of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in 

linguistic expression. 

2) Personal and possessive expression 

6/26 14:00 人社  范鴻志 1) The formation of qualifying con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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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0 

A306 老師 2) Basic trend in linguistic class formation. 

 

。。。。參考書目參考書目參考書目參考書目    

1.Cassirer, Enrst, An Essay on Man: An Introduction To A Philosophy of Human 

Cultur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2. Cassirer, Enrst, Language and Myth, trans. By Susanne K. Langer.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53.) 

3. Skidelsky, Edward, Ernst Cassirer: the last philosopher of culture. (N.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4. Hamlin, Cyrus and Krois, John Michael (ed), Symbolic forms and cultural 

studies : Ernst Cassirer’s theory of culture. (New Have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5. Barash, Jeffrey Andrew(ed), The symbolic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 the legacy of 

Ernst Cassirer.( 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8) 

 

讀書會海報文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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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記錄活動記錄活動記錄活動記錄    

。。。。第一週第一週第一週第一週    

日期   98年 4月 10

日 

時間 14時 至 17 時 地點 人社 A306 

導讀人 鄭志忠 記錄人 王少奎 

討論主題  The concept of symbolic form and the system of symbolic forms.  

進行方式 由導讀人進行導讀並帶討論 

出席人員 王少奎、黃正春、黃文宏、葉雨馨、官鴻鈞、張旺山、劉家瑜、

林偉伶、鄭志忠 

研讀摘要研讀摘要研讀摘要研讀摘要 

I. 序 

Ernst Cassirer (1874 Breslau – 1945 New York) 

符號形式哲學，生前出版 3 冊，死後出版手稿 1 冊，共四冊：1. 語言 (1923)，

2. 神話思維 (1924) ，3. 認知之現象學 (1929)，4. 符號形式之形上學 (1995)。 

序共有 4 段，討論前 3 段。 

(1) 成成成成書之構想書之構想書之構想書之構想 

(1.1) 符號形式哲學的基本構想源自《實體概念與功能概念》(1910)。 

在《實體概念與功能概念》（副標題：認知批判之基本問題的探究）中的研究

本質上只涉及數學、自然科學的思維。 

根據現代自然科學的方法論，科學研究不再從一個先前給定的「實體概

念」出發，而是類比於數學中的「函應概念」(Funktionsbegriff)，從「關

係」出發來探尋研究對象的「結構」(Struktur) 或「形式」(Form)，企圖

確定結構以及結構之間的生成演變的規律或法則。其中最重要的是：由

「功能」(Funktion) 來理解與闡明「結構」，而不是倒過來。 

Cassirer 想將基於「功能概念」的方法論運用在「精神科學」(或現在所謂的

「人文科學」) 的「問題」上，但是他遭遇到一個困境，亦即，「普遍的知識

論」在其慣常的架構下，不足以給「精神科學」提供一個方法論的基礎。 

為精神科學的方法論奠基是 Cassirer 時代，德國學者普遍所關注的問題，

例如，Dilthey、Rickert、Weber、Husserl。 

因此，這個知識論的籌劃（Plan）基本上就需要被擴展。亦即，不是「只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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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對世界的科學的認知認知認知認知之普遍的預設」，而是必須「明確地為對世界的『理解理解理解理解』

之不同的形式之間劃下界線，並且盡可能清楚地就每一個形式之獨特的趨向

以及獨 特的 精神 形式 來掌握 它。 只有 當這 樣一種 精神 的『 形式 理論』

（Fromenlehre）至少在一般的輪廓上被確立時，才可望也能夠給個別的精神

學科找到一個較為清晰的、方法論的概觀以及一個較為可靠的證成原則

（Prinzip der Begründung）」。 

1. Cassirer 在此所指的通常的知識論架構也包括他自己的，亦即馬堡學

派的觀點？是否《實體概念與功能概念》還沒超出馬堡學派的視域？ 

2. 「知識論」的擴展：(a) 方法論的革命 ––– 從普遍的普遍的普遍的普遍的轉向獨特的獨特的獨特的獨特的形

式之考察；(b) 「知識論」包括所有人類「理解」世界的諸形式，例

如，語言、神話、宗教、藝術、科學、技術、經濟、歷史、政治。

符號形式哲學就是企圖為這種廣義的「知識論」奠基，不是只有為

「精神科學」奠基而已。 

(1.2) 把基於「功能概念」的方法論運用在「精神科學」的方法論上 

在《實體概念與功能概念》中，運用「功能概念」改造了「自然科學的概念

形成與判斷形成（Begriffs- und Urteilsbildung）之理論」，換句說，「自然之『客

體』藉由概念形成與判斷形成在它的構成性的（konstitutiv）基本特徵上被規

定了（bestimmt），藉由這些特徵，認知之『對象』在它的條件性（Bedingtheit）

上被認知功能所掌握」，對於「純粹主體性的領域」也必須有一個相類似的「規

定」（Bestimmung）。 

這個主體性不會在對自然與現實之認知的考察中敞開，而是它只有在把「現

象之整體放在某個確定的精神的觀點下，並且從這個觀點出發來形塑才會顯

示出它的效用」。因而必須指出：「這些形塑中的每一個形塑如何滿足在精神

的組織（Aufbau）上每一個自己的任務以及如何臣服於各自的特殊法則」。 

(1.3) 全書之籌劃 

從這個問題的處理出發就發展出「精神的表達形式（Ausdrucksformen）之一

個普遍的理論之籌劃」：1. 語言形式之分析，2. 神話與宗教思維之現象學，

3. 真正的（或狹義的）「知識論」，亦即科學科學科學科學思維的形式理論。 

(2) 談論第一冊：語言 

按照語言的純粹哲學的內涵以及在某一個特定的哲學「系統」的觀點下來考

察語言，這是一項冒險。這種冒險在洪堡（W. v. Humboldt 1767-1835）之後

幾乎不再有人嘗試了。 

(2.1) 洪堡的語言觀：語言作為哲學認知的載體（Vehik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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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boldt schrieb im Jahre 1805 an Friedrich August Wolf（1759-1824）: die Kunst 

entdeckt zu haben glaubte, die Sprache als ein Vehikel zu gebrauchen, um das 

Höchste und Tiefste und die Mannigfaltigkeit der ganzen Welt zu durchfahren. 

(2.2) 19 世紀，語言的哲學基礎探究的方法論：心理學主義、實證主義 

17 與 18 世紀（理性主義與經驗主義）還相信 das Ideal einer schlechthin 

universellen, einer »philosophischen« Grammatik 

例如： W. Wundt（1832-1920）: 藉由民族心理學（Völkerpsychologie）的概

念與方法論來探究語言現象的整體性（統一性）〔Völkerpsychologie: eine 

Untersuchung der Entwicklungsgesetze von Sprache, Mythus und Sitte, 10 

volumes (1900-1920)〕，亦即不考慮語言生成的邏輯內涵，而只考慮其心理

學法則。 

(2.3) 哲學觀念論的抗爭：試圖重返「語言的自主性」，但只是把語言的特殊的精

神形式（即語言的表達功能）建立在「普遍的審美的表達功能」（allgemeine 

ästhetische Ausdrucksfunktion）上，例如，Benedetto Croce（1866-1952）；

Hermann Cohen（1842-1918）也不例外。 

(3) Cassirer 的方法論：不從某個特定的哲學立場出發，而是借助豐富的經驗性研

究資料，但在洪堡的普遍的語言考察作為觀念論哲學的設準（Postulat）之引

導下，讓研究的方法道路自行開展。 

Cassirer 的任務與目的：「純粹的語言形式之展示與特性刻劃」。 

(3.1) 方法論的兩難：普遍（一）與特殊（多）之協調統一 

經驗性研究資料過於豐富，無法完全掌握，但又不能隨意捨棄。 

解決（p.71）：Diesem methodischen Dilemma gegenüber blieb keine andere 

Entscheidung übrig, als die Fragen, mit denen hier an die Sprachforschung 

herangetreten wurde, zwar in systematischer Allgemeinheit zu formulieren, die 

Antwort auf diese Fragen aber in jedem einzelnen Falle aus der empirischen 

Forschung selbst zu gewinnen. Es mußte versucht werden, einen möglichst 

weiten Überblick nicht nur über die Erscheinungen eines einzelnen Sprachkreises, 

sondern über die Struktur verschiedener und in ihrem gedanklichen Grundtypus 

weit voneinander abweichender Sprachkreise zu gewinnen.  

Der Kreis der sprachwissenschaftlichen Literatur, die bei der Durcharbeitung der 

Probleme beständig zu Rate gezogen werden mußte, erfuhr hierdurch freilich 

eine so große Erweiterung, daß das Ziel, das diese Untersuchung sich anfangs 

gesteckt hatte, immer weiter in die Ferne rückte, ja daß ich mich immer v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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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uem vor die Frage gestellt sah, ob dieses Ziel für mich überhaupt erreichbar 

sei. Wenn ich trotzdem auf dem einmal beschrittenen Wege weiterging, so 

geschah es, weil ich, je mehr sich mir ein Einblick in die Mannigfaltigkeit der 

Spracherscheinungen erschloß, um so deutlicher wahrzunehmen glaubte, wie 

auch hier alles Einzelne sich wechselseitig erhellt und wie es sich gleichsam von 

selbst einem allgemeinen Zusammenhang einfügt. Auf die Herausarbeitung und 

Verdeutlichung dieses Zusammenhangs, nicht auf die Betrachtung irgendwelcher 

Einzelerscheinungen, sind die folgenden Untersuchungen gerichtet. Wenn der 

erkenntniskritische Grundgedanke, an dem sie orientiert sind, sich bewährt, 

wenn die Darstellung und Charakteristik der reinen Sprachform, wie sie hier 

versucht worden ist, sich als gegründet erweist, so wird vieles, was im einzelnen 

übersehen oder versehen worden ist, bei einer künftigen Bearbeitung des 

Themas leicht seine Ergänzung und Berichtigung finden können.  

 

讀後建議 

（可分享讀書會進行過程所遇到的困難、改進方向及其他建議） 

由於需要討論的問題太多，導致進度稍微落後，希望下次能夠盡量按照預定進度

要求進行。 

 

研讀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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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週第二週第二週第二週    

日期   98年 4月 17

日 

時間 14時 至 17 時 地點 人社 A306 

導讀人 鄭志忠 記錄人 王少奎 

討論主題  The concept of symbolic form and the system of symbolic forms.  

進行方式 由導讀人進行導讀並帶討論 

出席人員 王少奎、黃正春、黃文宏、官鴻鈞、張旺山、鄭志忠 

研讀摘要研讀摘要研讀摘要研讀摘要 

II. 導論 I（德文分為 10 段） 

英文譯者添加標題：符號形式之概念和符號形式之系統 

(1) Platon 的觀念論––––「思維自己的內在形式同時也規定了存有的內在形式」 

存有之概念標示了哲學思辨的開始 

「一」：存有    「多與異」：存有者 

在存有者的多樣性與差異性中藉由存有存有存有存有之統一性來探詢存有者之間的連結與

統一性。 

提問提問提問提問（很清楚）：探詢存有的起始、根源、最終根據 

答案答案答案答案（a 與 b 不合要求）： 

a). Ionier 原初物質（Urstoff）–– 例如，水、氣、火。還是某個「存有者」 

b). 越來越觀念化：Pythagoreer 的數、Demokrit 的原子。介於「自然者」

（das “Physische”）與「精神者」（das  “Geistige”） 

c). Platon: 理型論（Ideenlehre） 

歷史功績：第一次清楚地意識到「存有是一個問題問題問題問題」（Problem），即，

首先，存有者的存有自身不能再是一個存有者。 

其次，kantisch: Problem als Aufgabe 

「Platon 不再單純地探詢存有之組織（Gliederung）、狀態（Verfassung）

與結構結構結構結構，而是探詢存有之概念概念概念概念與這個概念的意義（Bedeutung）。」 

「Platon 對存有的解釋不再停留在存有之單純的實存實存實存實存（Bestand）上，

而是去揭示存有之智性的（gedanklich）意義意義意義意義（Sinn）、存有之系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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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論的安排（Fügung）。藉此，思維––––在希臘哲學中自 Parmenides

以來，思維與存有被視為互換概念––––也就獲得一個新的、更為深刻

的意義。只有當存有獲得問題問題問題問題*之嚴格確定的意義時，思維也才獲得原原原原

則則則則之嚴格確定的意義與價值。現在，思維不再單純地伴隨存有，思維

不是「對」存有進行單純地反思，而是思維自己的內在形式同時也規

定了存有的內在形式。」 

*kantisch: Problem als Aufgabe, Ziel 

(2) 每一個科學的基本概念作為「自身所創造的理智的符號符號符號符號」(實體→函應/功能) 

觀念論的歷史發展，在不同的階段上重複了上述的典型過程： 

當實在論的世界觀點滿足於把事物的某種最後被給與的特性作為所有認知的

基礎時，觀念論就把這個特性本身轉化成思維的一個提問（Frage）。 

這個過程不僅發生在哲學史中，同樣地也發生在個別科學的歷史中。 

個別科學的進程：從「事實」到「法則」，再從「法則」到「公設」與「原則」。

在知識的某一個階段中表示解答的最後、最完滿的「公設」與「原則」，在下

一個階段中又變成「問題」（Problem）。因此，被科學標示為它的「存有」與

「對象」的那個東西不再顯現為絕對簡單的、不可分析的事態（Tatbestand），

而是考察的每種新的方式與方向都在這個東西上揭露了一個新的構成環節

（Moment）。因而僵固的存有概念似乎好像處於河流之中，處於一個普遍的

運動之中––––而且存有一般之統一性只有作為這個運動的目標（Ziel）而不是

作為起始還可以被思維。隨著這個發展，認知的摹摹摹摹本本本本理論理論理論理論（Abbildtheorie）也

被揚棄了。 

每一個科學的基本概念，即科學藉以提問並表述其解答的工具，顯示出不再

作為一個被給與的存有之被動的摹本，而是作為自身所創造的、理智的符號符號符號符號。 

這個進展特別顯現在數學-物理學的認知中。 

例如，Heinrich Hertz (1857-1894), 《力學原理》： 

新的認知理想典型（Erkenntnisideal）：自然認知最迫切與最重要的任務任務任務任務是使

我們有能力預見未來的經驗––––但是，科學用來從過去推論到未來的方法方法方法方法在

於，我們給自己構作外部對象之「內部的虛構影像或符號」，而這些符號具有

如下的特性，圖像之思惟必然的結果始終又是有關被摹繪的對象的自然必然

的結果之圖像。（daß die denknotwendigen Folgen der Bilder stets wieder die 

Bilder seien von den naturnotwendigen Folgen der abgebildeten Gegenstände） 

»Ist es uns einmal geglückt, aus der angesammelten bisherigen Erfahrung 

Bilder von der verlangten Beschaffenheit abzuleiten, so können wir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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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hnen, wie an Modellen, in kurzer Zeit die Folgen entwickeln, welche in der 

äußeren Welt erst in längerer Zeit oder als Folgen unseres eigenen 

Eingreifens auftreten werden […] Die Bilder, von welchen wir reden, sind 

unsere Vorstellungen von den Dingen; sie haben mit den Dingen die eine 

wesentliche Übereinstimmung, welche in der Erfüllung der genannten 

Forderung liegt, aber es ist für ihren Zweck nicht nötig, daß sie irgendeine 

weitere Übereinstimmung mit den Dingen haben. In der That wissen wir 

auch nicht, und haben auch kein Mittel zu erfahren, ob unsere 

Vorstellungen von den Dingen mit jenen in irgend etwas anderem 

übereinstimmen, als allein in eben jener einen fundamentalen Beziehung. « 

(p.75) 

(3) 「物理學概念的系統應該概觀客觀的對象之關連以及它們相互的依賴性之方

式。但是，只有在這些概念從一開始便已經屬於認知的某個確定的、統一的

視線（Blickrichtung）時，這個概觀才有可能。」 

儘管 Hertz 所使用的語言還含有摹摹摹摹本本本本理論理論理論理論的殘餘，但是，「圖像」的概念在

此卻已經發生了內在的轉變。因為在圖像與事物之間的某種原先被要求的相相相相

似性似性似性似性，現在已經被一個高度複雜的、邏輯的關係表述（Verhältnisausdruck）

所取代，亦即被一個普遍的、理智的條件條件條件條件所取代，而這個條件是物理學認知

之基本概念所必須滿足的。這些基本概念的價值不在於反映一個被給與的存

在，而是在於它們作為認知的工具所作出的東西，在於它們從其自身中所產

生出來的現象現象現象現象的的的的統一統一統一統一。客觀的對象之關連以及它們相互的依賴性之方式應該

在物理學概念的系統中被概觀。但是，只有在這些概念從一開始便已經屬於

認知的某個確定的、統一的視線（Blickrichtung）時，這個概觀才有可能。對

象不能被視為獨立於自然認知的基本範疇的一個赤裸裸的物自體，而是只有

在構成對象自己的形式之範疇中才能被展示。 

在這個意義下，Hertz把力學的基本概念––––「質量」與「力」的概念變成「虛

構圖像」。如同這些圖像是由自然認知的邏輯所創造的，因而它們也服從了這

個邏輯的普遍要求，其中對描述的清晰性、無矛盾性、無歧義性（Eindeutigkeit）

的先天要求佔據首要的地位。 

(4) 觀念論的兩難；解決–––––放棄實體的統一，改採純粹的功能性的統一之設準： 

符號作為理解與認知對象的中介（Vermittlung, Medium）。 

所以，所有在科學認知中的客觀化必須只能是真實之中介。 

由此可導出觀念論的結論： 

如果認知對象的定義、規定（Bestimmung）只有藉由一個獨特的、邏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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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結構之中介中介中介中介才能得出，那麼對象的一個不同的結構、「對象性的」關

連之一個不同的意義也就必須符合這個中介中介中介中介的一個差異。例如，物理學的

對象與生物學的、化學的對象不同；因為這些學科從各自的不同觀點來提提提提

出問題出問題出問題出問題，而按照每個不同的觀點，現象也必須服從於一個特別的解釋與形

構（Deutung und Formung）。 

但是，觀念論的這個發展似乎將導致一個兩難： 

開始是探詢「存有的統一性」，但最終似乎卻導向「存有者的單純多樣性」。

思惟思惟思惟思惟所牢牢抓住的而且似乎無法背棄的那個唯一的存有，在不摧毀它自己

的形式下，漸漸地遠離認知認知認知認知的領域。這個唯一的存有變成一個單純的 X。

如果這個 X 越是嚴格地宣稱它的形上學的統一性作為「物自身」，那麼對

它的認知的所有可能性也就越發地減少，而且最終變成完全的不可知者。

與其相對的可認知者屬於現象的領域，被我們所認知的是它們的多樣性、

條件性與相對性。 

兩難的解決––––以新的方式提出統一性的基本要求： 

知識的統一性不再是：在所有知識的形式中找尋一個它們所共同關涉的、

「簡單的」對象；而這個對象與這些形式的關係就如同「超驗的原型」（das 

transzendente Urbild）對「經驗的摹本」之關係。 

而是在於另外的要求，即: (p.77) 

die verschiedenen methodischen Richtungen des Wissens bei all ihrer 

anerkannten Eigenart und Selbständigkeit in einem System zu begreifen, 

dessen einzelne Glieder, gerade in ihrer notwendigen Verschiedenheit, 

sich wechselseitig bedingen und fordern. 

Das Postulat einer derartigen rein funktionellen Einheit tritt nunmehr an 

die Stelle des Postulats der Einheit des Substrats und der Einheit des 

Ursprungs, von dem der antike Seinsbegriff wesentlich beherrscht wurde. 

認知的哲學批判所提出的新任務：(p.77) 

Sie muß den | Weg, den die besonderen Wissenschaften im einzelnen 

beschreiten, im ganzen verfolgen und im ganzen überblicken. Sie muß die 

Frage stellen, ob die intellektuellen Symbole, unter denen die besonderen 

Disziplinen die Wirklichkeit betrachten und beschreiben, als ein einfaches 

Nebeneinander zu denken sind, oder ob sie sich als verschiedene Äußerungen 

ein und derselben geistigen Grundfunktion verstehen lassen.  

Und wenn diese letztere Voraussetzung sich bewähren sollte, so entste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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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ter die Aufgabe, [1] die allgemeinen Bedingungen dieser Funktion 

aufzustellen und [2] das Prinzip, von dem sie beherrscht wird, klarzulegen. 

Statt mit der dogmatischen Metaphysik nach der absoluten Einheit der 

Substanz zu fragen, in die alles besondere Dasein zurückgehen soll, wird jetzt 

nach einer Regel gefragt, die die konkrete Mannigfaltigkeit und 

Verschiedenheit der Erkenntnisfunktionen beherrscht und die sie, ohne sie 

aufzuheben und zu zerstören, zu einem einheitlichen Tun, zu einer in sich 

geschlossenen geistigen Aktion zusammenfaßt. 

(5) 除了科學的符號形式之外，還有其他不同的符號形式；它們之間的共同特徵

是：它們都內在地擁有一種根源地-形構的（ursprünglich-bildende）力量，而

不單純是一種摹寫的（nachbildende）力量。 

認知認知認知認知總是對存有之精神的把握與解釋，總是展示了賦與形式 （Formgebung）

的一種個別的方式。認知是對雜多的形塑（Gestaltung），而這個形塑是由一

個特殊的，但因此也同時是由一個在其自身中清晰且明確的地被區隔的原則

所導引的。 

認知的最終目的在於：使現象的多樣性多樣性多樣性多樣性服從於「理由律」（Satzes vom Grund）

的統一性統一性統一性統一性。個別者不應該停留在作為個別者，而是它應該在一個關連中佔有

一個位置，在此關連中它顯現為一個邏輯的、或者目的論的、或者因果的「結

構」（Gefüge）之環節（Glied）。所以，認知的基本目標總是朝向：把特殊者

加進一個普遍的法則形式與次序形式。 

但是，除了在科學的概念系統中所展示的與發揮效用的、理智的綜合之這種

形式之外，在整體的精神生命中還有其它的形塑方式。這些方式也可以被視

為「客觀化」的方式，亦即作為將一個個別者（Individuelles）提升到一個普

遍有效者（Allgemeingültigen）的工具；但是這些方式是以和邏輯概念與邏輯

法則的途徑完全不同的途徑來達成普遍有效性的這個目標的。 

每一個真正的精神的基本功能都和認知的基本功能同樣地擁有一個決定性的

特徵：它們都內在地擁有一種根源地-形構的（ursprünglich-bildende）力量，

而不單純是一種摹寫的（nachbildende）力量。它們不單純是被動地表達一個

存在者（Vorhandenes），而是含有精神的一種獨立的能量，藉由這種能量現

象的單純存在（Dasein）獲得一個確定的「意義」（Bedeutung），獲得一個獨

特的、理想的內涵（Gehalt）。 

科學、藝術、神話、宗教，它們都活在獨特的圖像世界中，在其中，一個經

驗的被給與者並不是單純地被反映；而是它們各自根據一個獨立的原則創造

出 這 些 世 界 的 。 如 此 ， 它 們 當 中 的 每 一 個 也 創 造 出 自 己 的 符 號 形 塑

（symbolische Gestaltungen）。按照它們的精神根源，它們享有同等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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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們彼此相互獨立。它們當中的每一個表示某個確定的、精神的解釋方式

（Auffassungsweise）並且在這個解釋方式中且透過這個解釋方式同時也構成

「真實」的一個自己的面向。 

因此，它們不是這樣的不同的解釋方式，在這些方式中，一個獨立的真實顯

現給精神；而是精神在它的客觀化中，即在它的自我開顯中所遵循的不同途

徑。 

如果我們依上述意義來理解藝術和語言、神話與認知的話，那麼從它們便可

以得出一個共同的問題（Problem），這個問題為精神科學的普遍哲學打開一

個新的入口。 

(6) 從功能來理解結構（Gebilde） 

Kant 在理論哲學中的「思維方式的革命」之基本想法：(p.78f.) 

daß das Verhältnis, das bisher zwischen der Erkenntnis und ihrem 

Gegenstande allgemein angenommen wurde, einer radikalen Umwendung 

bedürfe. Statt vom Gegenstand als dem Bekannten und Gegebenen 

auszugehen, müsse vielmehr mit dem Gesetz der Erkenntnis als dem allein 

wahrhaft Zugänglichen und als dem primär Gesicherten begonnen werden; 

statt die allgemeinsten Eigenschaften des Seins im Sinne der ontologischen 

Metaphysik zu bestimmen, müsse durch eine Analyse des Verstandes die 

Grundform des Urteils als der Bedingung, unter welcher Objektivität allein 

setzbar ist, ermittelt und in allen ihren mannigfachen Verzweigungen 

bestimmt werden.  

 

讀讀讀讀後建議後建議後建議後建議 

（可分享讀書會進行過程所遇到的困難、改進方向及其他建議） 

在單一問題上爭論稍長的時間，使進度稍為拖延，希望下次能夠盡量注意，若各

執一詞時可以盡快進入下一個議題。 

研讀活動照片研讀活動照片研讀活動照片研讀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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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週第三週第三週第三週    

日期   98年 5月 1 日 時間 14時 至 17 時 地點 人社 A306 

導讀人 張旺山 記錄人 王少奎 

討論主題  “Universal function of the sign”  

進行方式 由導讀人進行導讀並帶討論 

出席人員 王少奎、官鴻鈞、張旺山、鄭志忠、葉雨馨、黃曉君、林佑昇、范

鴻志 

研讀摘要研讀摘要研讀摘要研讀摘要 

Cassirer: Philosophie der symbolischen Formen, 

「導論與提問」第二節 

記號的一般功能：意義問題 

1. 

[17] 為了回答上一節末尾所提出來的問題（在精神的種種「方向」之間，是否

真的存在有某種「中介領域」與某種「中介功能」，而此一功能又是否能顯示出

某些特定的、典型的基本特點，使得精神之種種方向都可以憑藉著這些特點而認

識並描述自己），我們將循著 Heinrich Hertz 的先例，也回溯到“符號”（Symbol）

這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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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學家在種種現象中尋找的，乃是對其必然連結的展示。但要「展示」現象間

之必然的連結，物理學家就不但必須「超越」那「感官印象之直接的世界」，甚

至似乎必須完全避開感官印象。他所運用的那些概念（時間、空間、質量、力…

等等），乃是知識所勾畫出來的一些「自由的“假想圖”」（freie “Scheinbilder”），

為的是要支配那「感官經驗的世界」、將感官經驗的世界當作一個「以法則的方

式被加以安排的世界」去加以綜覽，事實上，在感官與料本身中，沒有任何東西

是跟這些概念相對應的。然而，儘管、甚至可以說：正因為並無這種「對應」關

係，物理學的「概念世界」在其自身中才是完全封閉的。每一個個別概念、每一

個特殊的假想圖與記號，都跟某種「本身富有意義並根據固定的規則結構起來的

語言語言語言語言」中的那種「清晰化了的語詞」相同。現代物理學剛開始的時候，伽利略就

曾做過這種比較：「大自然」這本書是用數學語言寫的，因此也只能用數學式的

密碼加以解讀。而事實上，精確的自然科學的整個發展，乃至其提問與概念手段

上的每一項進步，都是跟其記號系記號系記號系記號系統統統統之某種益發增長的「精緻化」（Verfeinerung）

攜手同行的。唯有當  ─ 如：透過「微分計算」的演算法  ─ 伽利略力學的基本

概念之「一般邏輯位置」（der allgemein logische Ort）確定了、並且人們也為這

些概念創造了某種普遍有效的數學-邏輯記號之後，我們才有可能對這些概念有

清晰的掌握。而由此出發、也就是由那些與「“對無限的分析”（Analyse des 

Unendlichen）之發現」相關的問題出發，[18] 萊布尼茲便可以很快地以最清晰

的方式，將那個在「給予記號」（Zeichengebung）這個功能中所包含的一般問題

給確定了下來，從而得以將他那「universelle “Charakteristik”」計畫加以提升，使

之真正具有哲學上的意義。萊布尼茲深信：die Logik der Sache（亦即：一門科學

據以建造起來的那些基礎的、表示內容的種種基本概念與基本關係之邏輯）是無

法跟 die Logik der Zeichen 分開的。因為，「記號」並非「思想」之純屬偶然的外

殼，而是其「必然且具有本質性的器官」（sein notwendiges und wesentliches 

Organ）。我們不僅可以用記號來「傳達」某一明確給定的思想內容，事實上，「記

號」乃是這樣的一種工具：此一思想內容本身唯有藉由它才能被形塑出來、才能

獲致完全的確定性。「對某一內容進行概念上的規定」這種活動，是跟「該內容

之在某一表徵特性的記號（charakterisches Zeichen）中固定化下來」的活動，攜

手並進的。我們可以說，所有真正嚴格且精確的思想，都是像這樣，唯有在那支

撐著它的 Symbolik 與 Semiotik 中，才找到它的支柱的。自然的每一個“法則”都為

了我們的思想而採取了某種「普遍的“公式”」（allgemeie “Formel”）的型態  ─ 但

每一個「公式」卻也都只能透過普遍的與特殊的記號之某種連結去加以展示。沒

有算數與代數所提供的那些普遍記號（universelle Zeichen），我們也將說不出物

理學的任何特殊關係、說不出任何特殊的「自然法則」。因此我們可以說，知識

一般的基本原則乃是：das Allgemeine 總是只能在 das Besondere 中、而 das 

Besondere 也只能參照 das Allgemeine 而被思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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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種「交互關係」卻不限於「科學」，而是貫穿於「精神性的創造」的所有其

他基本形式中。對所有的「精神性的創造」的基本形式而言都適用的一點是：唯

有 當 它 們 為 適 合 它 們 自 己 的 、 特 有 的 理 解 與 形 塑 方 式 （ Auffassung- und 

Gestaltungsweise）創造出某種特定的、可感知到的托子（Substrat）的時候，它

們才能使該理解與形塑方式發揮作用。在這裡，這種「托子」是如此具有本質性，

以致於有時候看起來甚至包含著這些形式的整個意義內容（Bedeutungsgehalt）、

包含著它們的「固有的“意義” （Sinn）」。「語言」似乎可以完全被定義並設想為

一套「聲音記號的系統」（ein System von Lautzeichen）  ─ 「藝術」的世界與「神

話」的世界，則似乎不過就是二者呈現在我們眼前的那一個由種種特殊的、感官

可以掌握到的型態（Gestalten）所構成的「世界」。因此，事實上的確存在著某

種範圍一切的媒介（Medium）：所有再怎麼不同的種種精神性的建構（geistige 

Bildungen）都在這媒介中互相遭遇。「精神的內容」(der Gehalt des Geistes)只在

其「呈現」（Äußerung）中將自己顯示出來；唯有在觀念性的形式（ideelle Form）

用以表現（Ausdruck）自己的那「可感知到的記號」之全體身上、在其中，我們

才能認識到此一形式。[19] 如果我們可以成功地對這種種類的「表現」之種種

不同的方向，獲致某種系統性的概觀（Überblick）  ─ 如果我們能夠成功地指出

它 們 的 那 些 典 型 的 、 常 見 的 特 點 ， 乃 至 指 出 這 些 特 點 之 種 種 特 殊 層 級

（Abstufungen）與內在的差異，則萊布尼茲為知識所提出來的那個“allgemeine 

Charakteristik”的理想，便可以實現於「精神性的創造之整體」中了。到時候，我

們將會擁有某種種類的「符號功能本身的文法」（Grammatik der symbolischen 

Funktion als solcher）：透過這種文法，符號功能的種種語詞與慣用語（如我們在

語言、藝術、神話與宗教中所看到的）便都可以包括在內並一般地加以決定。 

 

3. 

這樣的一種「文法」的觀念，實包含著對傳統歷史上的「觀念論」概念的某種「擴

充」。傳統的「觀念論」概念的要旨：「感性世界」（mundus sensibilis）與「智性

世界」（mundus intelligibilis）並立且可明確區分開來。但這條界限基本上都是這

麼畫出來的：「智性世界」透過「純粹作為」（das reine Tun）這個環節去加以規

定，而「感性世界」則是透過「承受」（Leiden）這個環節加以規定。前者由「精

神性事物之自由的自發性」支配著，後者則由「感性事物之被束縛性、被動性」

所支配著。但對那種我們現在所面對的、牽涉到最廣的問題與課題的“allgemeine 

Charakteristik”而言，這種「對立」卻已經不再是某種未經中介且互相排斥的對立

了。因為，在這裡有一種新形式的交互關係與相關聯繫，將「感性」與「精神」

連結了起來。一旦我們可以說明：恰恰就是「精神自身」之純粹的功能，必須在

「感性」中尋求其具體的實現、也唯有在「感性」中才能獲得實現，則「感性」

與「精神」二者之形上學的二元論，便似乎被橋接起來了。在「感性」本身這個

範圍中，我們必須清楚地區分開單純的“Reaktion”與純粹的“Aktion”，區分開屬於

“Eindruck”領域的東西與屬於“Ausdruck”領域的東西。獨斷的知覺主義的錯誤不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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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於它低估了純智性因素的意義與貢獻，更在於：它儘管宣稱說「感性才是精神

之固有的基本力量」，卻從來沒有就「感性」概念之完整廣度、就其種種貢獻之

整體性，去掌握「感性」本身。由於這種獨斷的知覺主義，將「感性」完全只限

定在“印象”的世界、限定在種種「簡單的知覺」之直接與料上，它對「感性」所

勾畫出來的，也只能是一幅有欠缺、被扭曲的圖像。[20] 在此有一點被忽視了，

那就是：事實上存在著某種「感性本身的活動」（eine Aktivität des Sinnlichen 

selbst ），或者用歌德 的話說：某 種“ 精確 的感性的想 像” （exakte sinnliche 

Phantasie），我們可以證明的確有這樣的東西，在「精神性的創造」的最不同的

種種領域裡發生著作用。在所有這些領域裡，我們都可以看到一種現象，那就是：

所有這些領域之「內在的進步」之固有的工具都是：它們都在「知覺的世界」（Welt 

der Wahrnehmung）之「旁」或之「上」另立了一個「自己的、自由的圖像世界」

（eine eigene freie Bildwelt）：這個「世界」，就其直接的性徵而言，固然還完全

帶有「感性」的色彩，卻展示了一種已然經過形構了的、從而也就是某種受到精

神上的支配的感性。這裡所涉及的，並不是某種純然給定且現在眼前的感性物，

而是一個在某種形式的「自由建構」（freies Bilden）下被創造出來的種種感性雜

多的系統（ein System sinnlicher Mannigfaltigkeiten）。 

 

4. 

「語言建構」(Sprachbildung)的過程就是這樣的一個例子：對我們而言，原先一

團混亂的「直接的印象」，乃是透過我們對之加以“命名”（benennen）、並從而以

「語言性的思考和語言性的表現」這項功能加以滲透，才獲得照明與結構的。在

這個「語言記號（Sprachzeichen）的新世界」裡，「印象的世界」本身也由於某

種新的精神性的澄清（eine neue geistige Artikulation）而獲得了某種全新的“存在”

（Bestand）。透過「語音」（Sprachlaut）對某些「內容環節」（Inhaltsmomente）

所做的區分與簡別、亦即「固定化」（的活動），不僅在這些語音記號身上標明出、

而是根本就賦予了這些語言記號某種特定的思想上的品質：藉由這種「品質」，

這些語言記號便提升而超越了那些所謂的「感官上的品質」之單純的直接性。如

此一來，語言變成了「精神性的基本手段（工具）」（geistige Grundmittel）之一；

對我們而言，由單純的「感覺世界」（Empfindungswelt）進展到「直觀與表象的

世界」的進步，就是憑藉著這種手段而進行的。語言在其胚芽中，已經包含了後

來在建構概念（作為「科學性的概念」、作為「特定的邏輯上的形式單位

（Formeinheit）」）時所呈現出來的那種「理智性的勞動」（intellektuelle Arbeit）

了。如果說「分開」與「連結」之最一般的功能，是在「科學性的思考」之「分

析」與「綜合」中，有其最高的、自覺的表現，則此一功能之第一個開端便是在

這裡了。而「語言與概念的世界」之旁，還有那個神話或藝術所創造出來的「型

態世界」（Gestaltenwelt）：儘管與前者無法比較，但就「精神性的起源」而言卻

與之密切相關。因為，儘管神話式的想像（die mythische Phantasie）深植於「感

性」中，但就連這種想像也超越了感性之純然的被動性。如果我們拿那些感官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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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提供給我們的一般經驗尺度去衡量神話式的想像，則其種種構作物（Gebilde）

勢必顯得完全“不實在”（unwirklich）：但恰恰就在這種「不實在性」中，「神話式

的功能」之自發性與內在的自由（innere Freiheit）將自己給顯示了出來。[21] 而

這種「自由」，絕不等同於某種完全無法則可言的任意。「神話的世界」並非「心

情」或「偶然」之單純的構作物，而是：它有其自己的「建構的基本法則」，這

些法則貫穿著神話世界的所有特殊的呈現、並在其中發生作用。於是乎我們便可

以明白：在「藝術性的直觀」這個領域裡，我們之所以有可能在「感性事物」中

掌握到某種「審美形式」（ästhetische Form），完全是因為：我們自己以建構的方

式生產出了該形式的基本元素。例如：對種種「空間性的型態」的一切理解，都

有賴於其「內在的生產」（innere Produktion）的這種活動、有賴於這種生產的「合

法則性」。因此我們也完全可以明白：何以恰恰是意識所知的那種「最高且最純

粹的精神性活動」，乃是受到感性活動的某些特定的方式所制約與中介的。就連

在這裡，我們也總是唯有在種種現象之五彩繽紛的餘暉中，才擁有「純粹觀念」

之「固有且具本質性的生命」的。對我們而言，要掌握「精神之各種各樣的呈現

的系統」，就必須追蹤其根源性的「建構力」（Bildkraft）之種種不同的方向。在

這些方向中，我們看到了「精神的本質性」（die Wesenheit des Geistes）的反射  ─

因為，對我們而言，唯有當精神的本質性在「形構感性材料」的活動中將自己實

現了出來的時候，它才將自己給展示了出來。 

5. 

而「在創造種種不同的『感性符號的系統』的過程中所顯示出來的，事實上乃是

某種純精神性的活動」這一點，則也表現於：所有這些符號，都從一開始就提出

了某種特定的「客觀性與價值主張」（Objektivitäts- und Wertanspruch）。所有這

些符號都超越了「單純個體性的意識現象」的範圍；  ─ 它們都主張，要在自己

面前樹立起某種普遍有效的東西。這種主張在面對某種後來的批判哲學式的考察

及其所發展出來的精妙的「真理概念」時，固然有可能會顯得左支右絀；  ─ 但

「這種主張畢竟被提出來了」這件事實，則是屬於那些個別的「基本形式」本身

之本質與性格的。這些基本形式本身在看待它們的種種搆作物時，並非僅僅將它

們當作是「客觀有效的」，而是大多根本就將它們看做是「客觀」或「實在」之

固有的核心（den eigentlichen Kern des Objektiven, des “Wirklichen” ）。因此，「語

言性思考」的第一批彷彿既天真又未經反省的種種呈現（如神話的「思考」）的

特徵乃是：對它們而言， “Sache”的內容和 “Zeichen” 的內容並未清楚地區分開

來，而是往往在一種完全無分別的狀態中彼此混入對方中。一個「事物」（Sache）

的名稱和這個事物本身，乃是不可分開地彼此融合在一起的；  ─ 單純的「語詞」

（Wort）或圖像（Bild）在其自身中含藏著某種神奇的力量（eine magische Kraft），

而事物的本質就透過這種力量而給予了我們。[22] 事實上，要發現在這種觀點

中所包含著的某種「合理的內核」，人們只要將這種觀點由 das Reelle 轉用到 das 

Ideelle，由 das Dingliche 轉用到 das Funktionale 就行了。因為，在精神的內在發

展中，「記號記號記號記號」的獲得的確總是構成了邁向「客觀的本質知識之獲得」（Gewinn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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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objektiven Wesenserkenntnis）的必要的第一步。對意識而言，「記號」彷彿構

成了「客觀性」的第一個階段與憑證，因為，透過記號，不斷變遷的種種「意識

內容」才有了支撐：因為，在「記號」中，某種「持存之物」（ein Bleibendes）

被確定並突顯出來了。任何單純的「意識的內容內容內容內容」本身，一旦過去了、並為其他

的意識內容所取代了，就不可能再以「嚴格同一的規定性」（streng-identische 

Bestimmtheit）再回來了。意識內容一去不回。但在這「意識內容」（性質）不斷

變遷的過程中，意識本身及其「形式」，卻始終都是同一的。意識的「同一性」

並不是由它的「是什麼」或「有什麼」去證明的，唯有透過它「做了什麼」我們

才能真正地證明意識的同一性。透過與「記號」連結起來，「內容」在其自身之

中獲得了一種新的「存在」（Bestand）與一種新的「持續」（Dauer）。因為，相

反於「意識的個別內容」之實在的轉變，「記號」還具有一種特定的、觀念上的

意義意義意義意義（ideelle Bedeutung），這種意義本身是會持存下去的。「記號」並非如同那

種給定的、單純的感覺那樣，只是一種點狀的個別物與一次物，它是作為一個整

體、一個「種種可能內容之全體」的代表者，換言之，相對於其中的每一個內容，

「記號」所展示的，乃是某種總是“普遍的東西”。在見諸語言、藝術與神話中的

這種「意識的符號功能」裡，首先由「意識之流」中突顯出來的，乃是某些特定

的、始終維持相同的「基本型態」（Grundgestalten）（有些是概念性質的、有些

則是純直觀性質的）；取代不斷流逝的內容的，乃是本身封閉並持存著的「形式

的統一」（die in sich geschlossene und in sich beharrende Einheit der Form）。 

讀後建議 

（可分享讀書會進行過程所遇到的困難、改進方向及其他建議） 

由於討論太過熱絡，所以在時間之內仍有部分議題尚未完全釐清，稍嫌可惜，之

後在擬定進度時可以稍微再安排較多時間 

研讀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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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第四週第四週第四週    

日期   98年 5月 15

日 

時間 14時 至 17 時 地點 人社 A306 

導讀人 張旺山 記錄人 王少奎 

討論主題 “Universal function of the sign” 

進行方式 由導讀人進行導讀並帶討論 

出席人員 王少奎、黃正春、張旺山、鄭志忠、吳俊業、范鴻志、楊穎茜、葉

雨馨、鄭喜恆 

研讀摘要研讀摘要研讀摘要研讀摘要 

6. 

這裡所涉及的，並非某種單純的個別活動，而是涉及了對意識的整個發展烙下了

深刻的印記的某種不斷向前進步的「規定的過程」（Prozeß der Bestimmung）。在

第一個階段的時候，內容透過語言性的記號、透過神話上或藝術上的圖像所分到

的固定化，似乎並未超過將內容固著於「回憶回憶回憶回憶」（Erinnerung）中、亦即對該內容

進行簡單的「再生產」。 在這裡，「記號」似乎無法對它所要與之關連起來的那

個「內容」，添加任何東西，而只能單純地根據其純粹的「存在」而僅抓住內容

並加以重複。甚至在心理學式的「藝術發展史」中，[23] 人們都相信可以證明

存在過一個單純的“回憶藝術”（Erinnerungskunst）的階段，在這個階段裡，所有

藝術上的形構都還只在唯一的一個方向上發揮，即：凸顯感官所知覺到的東西之

某些特定的特點、並在某種自己所創造出來的「回憶的圖像」（Bild der Erinnerung）

中加以展現。 

 

然而，種種「個別的基本方向」在其特有的能量（Energie）方面呈現得越清楚，

我們也就可以越清楚地看到：對意識而言，就連所有表面上似乎是“再生產”的活

動，其實都預設了某種根源且自主的貢獻。「內容本身之可再生產性」，乃是有賴

於「為該內容生產出一個記號」的這種「生產」活動的：而在這種「生產」活動

中，意識則是自由且獨立地進行生產的。藉此，“回憶”這個概念也獲得了某種更

豐富、更深刻的意義。為了要回憶起某一個內容，意識就必須先以一種不同於單

純的知覺或感覺的方式，內在地佔有該內容。在此，「在另一個時間點上單純地

重複曾經給定的東西」是不夠的，我們同時還必須動用某種新的種類的「理解」

與「形塑」（eine neue Art der Auffassung und Formung）。因為，內容之每一個“再

生產”，都已經在自身中包含了一種新階段的“反省”（Reflexion）。就在「意識」

不再單純地將「內容」當作是「現在眼前」的而加以接受、而是將它當作是某種

「已經過去了的、但對意識本身而言卻在圖像中仍然尚未消逝的東西」樹立在自

己的面前的時候，意識就已經透過它與內容所建立起來的這種已經改變了的關關關關

係係係係，而賦予了自己和該內容某種改變了的、觀念上的意義意義意義意義。並且，「我」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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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圖像世界（die eigene Bildwelt des “Ich”）越是分化，此一意義亦將越發確定、

越發豐富。「我」現在不只是在施展某種根源性的「建構活動」（Aktivität des 

Bildens），而是同時學著去越來越深刻地理解這個圖像世界。 

 

而這麼一來，“主觀的”與“客觀的”世界之間的界限，也才真正清楚且明確地呈現

了出來。「一般的知識批判」的主要課題之一，就是要用種種「科學思考的方法」，

去在「純理論性的理論性的理論性的理論性的領域內部」，指出此一「劃界」根據之以進行的那些法則。這

種「知識批判」顯示：“主觀的”與“客觀的”存有，並非從一開始就是彼此互相對

立的二個僵化地分隔開的、內容上完全確定的領域，而是：二者都是在「知識的

過 程 」 中 且 依 照 該 過 程 之 種 種 手 段 與 條 件 ， 才 獲 得 它 們 的 規 定 性 的

（Bestimmtheit）。因此，我們可以知道：“我”與“非我”之間的此一範疇性的區分，

乃是「理論性思考」的一種根本的、隨時發生作用的功能；[24] 而相反地：此

一功能實現實現實現實現自己的方式，換言之，“主觀的”與“客觀的”存有的那些「內容」彼此

之間是如何劃定界限的，則將隨著我們所達到的知識階段而不同。對理論科學式

的世界考察而言，經驗中的“客觀物”就是它的那些經常且必然的元素 ─ 至於哪

些內容會被認為具有這種「經常性」與「必然性」，這一方面依賴於思考加到經

驗上的那個「一般且有方法的尺度」（der allgemeine methodische Maßstab），另

一方面則受到每個時候的知識發展狀態、受到其經驗上與理論上獲得確認的洞見

之整體的制約。就此一脈絡加以考察，我們在形塑「經驗世界」、在建造「自然」

時，應用並貫徹“主觀的”與“客觀的”這個概念上的對立的方式，與其說是「知識

問題」的解決解決解決解決，不如說是其完整的表現表現表現表現。 

 

但此一對立的整個豐富性與內在的多型態性，卻唯有當我們追蹤它到超出了「理

論性思考及其特有的概念手段」的界限之外時，才會顯示出來。下述這一點不僅

適用於科學，也適用於語言、神話、藝術與宗教：它們都留下了對我們而言那「“實

在”的世界」（die Welt des “Wirklichen”）、包括「精神的世界」（die Welt des 

Geistigen）、「我的世界」由之建造起來的建築石材。我們也不能將它們當作是一

些單純的構作物構作物構作物構作物而置入一個給定的世界中，而是：我們必須將它們理解為一些功功功功

能能能能，憑藉著它們，每一個都實現了存有的一個特有的型態、每一個也都實現了存

有的某種特殊的區分與分別。正如每一項功能在這裡所使用的手段都不相同，每

一項功能所預設著並拿來應用的，也都是一些完全不同的尺度與判準一樣，結果

也是各不相同的。科學的「真理」與「實在」概念，是不同於宗教或藝術的「真

理」與「實在」概念的 ─ 同樣的，每一個領域也都不僅顯示出、甚至促成了某

種特殊且無法比較的基本關係：“內在”與“外在”之間的關係、「我的存有」與「世

界的存有」之間的關係。在我們要在所有這些各式各樣的、彼此相交會、相矛盾

的觀點與主張之間做出決定決定決定決定（entscheiden）之前，我們必須首先以一種批判性的

精準與嚴格將它們區分區分區分區分開來（unterscheiden）。[25] 每一個個別的（觀點與主張）

的貢獻，都必須就其本身、而非就任何一個其他的（觀點與主張）的尺度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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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加以衡量 ─ 而唯有在考察的結束處，才能提出下述問題：所有這些彼此不同

的「世界與我的理解形式」（Formen der Welt- und Ich-Auffassung）是否、以及如

何彼此相容 ─ 是否它們儘管並非描摹著一個、並且是同一個在己存在著的“事

物”（Ding），卻還是有可能相互補充而形成一個「整體」、形成「精神性的作為」

的一個統一的系統（eine einheitliche Systematik des geistigen Tuns）。─ 

 

7. 

對於「語言語言語言語言的哲學」（Philosophie der Sprache）而言，首先完全清楚地掌握到這

種考察方式並加以貫徹者，乃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對洪

堡而言，展示「所有語言建構之材料」的聲音記號（das Lautzeichen），彷彿是「主

觀」與「客觀」之間的橋樑，因為，在聲音記號中，二者的那些本質性的環節結

合起來了。因為，「聲音」一方面乃是「被說出來的」，也因此是由我們自己所提

出來並加以形構的聲音；但另一方面，作為被聽到的聲音，它也是我們周遭的「感

性實在」的一部份。因此，我們是將「聲音」掌握並認知為某種同時是“內在”

又是“外在”的東西的 ─ 作為「內在」的某種在某一「外在物」中將自己給塑造

出來並加以客觀化的「能量」（Energie）。 

 

當「精神上的努力」（das geistige Bestreben）透過嘴唇而在語言中為自己開闢

出一條道路時，這種努力的產物也回到了自己的耳朵。換言之，「想法」

（Vorstellung）被轉換成了真正的客觀性，卻並未因此而喪失主觀性。唯有語

言可以做到這一點；而凡是語言參與作用之處，如果沒有這種就算暗地裡也

隨時都在進行著的變成「回歸主體客觀性」的轉換，則概念的建構（Bildung des 

Begriffs）、從而一切真正的思考，便都是不可能的。… 因為，我們不能將「語

言」看成是一種就擺在那裡、可以一覽無遺或逐漸加以傳達的材料（Stoff），

而是必須將它看做是某種永恆地進行著生產的東西（ ein sich ewig 

erzeugendes），它是一個地方，在那裡，種種「生產的法則」是確定的，但

生產的「範圍」、以及（在某種程度上也包括）方式，卻始終都不是確定的。… 

正如個別的聲音出現在對象與人之間一樣，整個的語言也出現在人與那無論

是在內在或在外在方面都對人有所影響的自然之間。人置身於一個「聲音的

世界」中，以便將「對象的世界」接納到自身之中並加以處理。 

 

在這種批判式的、觀念論式的語言觀中，我們也可以明確地看到一個對每種種類

與每種形式的「給予符號」（Symbolgebung）的活動都有效的環節。在每一個精

神自由草擬出來的記號中，[26] 精神都是在掌握它自己本身以及它的「建構」

（Bilden）活動本身的「法則性」（Gesetzlichkeit）的同時，也掌握到該“對象。而

也唯有這種獨特的「滲透」（Durchdringung），才能為無論是「主觀性」或「客觀

性」之更深刻的規定，準備好基地。在處於這種「規定」的第一個階段的時候，

這二個互相對立的環節似乎還是單純地各自分開的，彼此並列並互相對立。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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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種種建構（Bildungen）中，我們似乎不但可以將語言理解為「內在」、也

同樣可以理解為「外在」的純粹表現，不但可以理解為「純然的純然的純然的純然的主觀性」、也可

以理解為「純然的客觀性」的表現。就前者而言，「語音」似乎不過就意味著「激

動與情緒的聲音」（Erregungs- und Affektlaut），就後者而言，則似乎不過就意味

著單純的「模仿的聲音」（Nachahmungslaut）。那些關於“語言的起源”問題所提

出來的種種不同的思辯性的觀點，事實上都是遊走於這二種極端之間的，其中的

任何一個觀點都未能適切地掌握住語言的核心與精神性的本質。因為，透過「語

言」所顯示並表現出來的，既非某種「片面主觀性的東西」、亦非某種「片面客

觀 性 的 東 西 」， 而 是 ： 在 這 二 種 元 素 之 間 ， 有 一 種 新 的 中 介 （ eine neue 

Vermittlung）、一種獨特的「相互相互相互相互規定」（Wechselbestimmung），進入了語言之中。

依此，我們可以說，無論是純然的「情緒的宣洩」、還是「客觀的聲音刺激的重

複」，都尚未展示出語言之別具特色的意義與形式：我們毋寧可以說，唯有在這

二個「終點」連結在一起、並因而創造出某種新的、前所未見的「“我”與“世界”

之綜合綜合綜合綜合」（Synthese von “Ich” und “Welt”）的地方，語言才會產生。此外，在意識

的每一個真正獨立且根源的方向中，我們也都可以看到某種類似的關係。就連「藝

術」，我們也不能夠簡單地將它規定並理解為「內在之純然的表現」或「某一外

在實在之種種型態的再現」，而是：就連在藝術中，那具決定性且出色的環節，

也存在於「“主觀的東西”與“客觀的東西”、或者說：「純粹的感受」與「純粹的

型態」，如何透過藝術而彼此融入對方之中、並就在這種「融入」中獲得某種新

的存在（Bestand）與內容」的方式中。在所有這些例子中，我們可以比那種限

定在「純理智性的功能」上的作法所可能達到的程度，更清晰地看出一點，那就

是：我們在分析精神的種種形式的時候，是不能由某種「主觀與客觀之固定的獨

斷分界」開始的，而是：唯有透過這些形式本身，我們才能完成完成完成完成它們（按指：「主

觀」與「客觀」，即”客觀化”）的分界並確定它們的領域。每一個特殊的精神性

能量，都以特殊的方式對此一「確定」有所貢獻，並依此而參與影響著「我」概

念與「世界」概念的構成。無論是知識、[27] 語言、神話、還是藝術：它們都不

單純像面鏡子那樣，單純地「反映」著「外在或內在的存有的某一個給定的東西

之種種圖像（一如它們在這存有中生產自己的樣子）」，而是：與其說它們是這樣

的一些無分別的媒介，毋寧說它們乃是一些固有的光源、是「看」的種種條件、

乃至是一切形塑（Gestaltung）的種種根源。 

 

讀後建議 

（可分享讀書會進行過程所遇到的困難、改進方向及其他建議） 

本次讀書會進行的非常順利，許多老師都抽空來參加，討論得非常愉快。 

 

研讀活動照片 



 

26 

 

 

    

。。。。第五週第五週第五週第五週    

日期   98年 5

月 22日 

時間 14時 至 17 時 地點 人社 A306 

導讀人 王少奎 記錄人 王少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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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F vol.1 Intro sec.3 (p93-105) ] 

Sec3.「表象」的問題與意識的構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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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目的： 

    以符號如可可能的問題帶出意識的基本特性：部分與整體、質料與形式的互

相滲透。 

 
    上一節的結論：精神必須運用一個個別的感覺作為記號運用一個個別的感覺作為記號運用一個個別的感覺作為記號運用一個個別的感覺作為記號才得以固定其自身的

內容，進而把握其自身。在運用符號功能的過程中，某個被符號所製造出來並保

留住的「表象世界」越來越清楚地被置於「我」的面前。 

 

 1. 切入的問題：我們事實上使用了各種符號，這如何可能？  

    本節問題：單一個別的感覺內容如何如何如何如何可以成為一般的、精神的意義的載體

呢？ 

    就物質面而言，各種文化形式只是一些感覺材料的集合，但就在這些單純的

感覺材料之上發生了某種奇蹟：感覺材料「直接所是的東西，被它作為媒介所完

成的東西，也就是被它所意味的那個東西強行推入背景去了」。本節所要問的就

是這個看似奇蹟的過程如何可能？一個具有意義的個別感覺如何可能？符號如

何可能？ 

    具體的視覺集合之所以能被看成是一個藝術品，聲音的序列之所以能被聽成

是旋律或語句，是因為這些感覺材料並不只是單純加總加總加總加總起來，而是有一個特定的

原理在它們之間起作用：「各種感性材料並非彼此獨立並列；它們被整合進一個

意識的整體之中，並且從中獲得它們的質質質質的意義」，「這種簡單感覺材料通過被思

考的方式具有了不同的新生命」。 

     

 2. 普遍概念的兩種觀點  

    將感性材料整合進意識整體中的幾種最基本的方式：1) 空間的並列關係，

事物被理解成為實體與屬性的組合 2) 時間的相續關係，事物被理解為原因與結

果的關係。感覺主義者企圖從眾多的感覺材料當中引申出這些關係(ex:Hume從

音符合成時間概念)，但這些聯結關係不可能由個別獨立的感覺材料之間所導出

(奇蹟)，而是必須在邏輯上先於這些感覺。對於各種感覺，我們可以接受它們是

一些簡單的感覺性質，但對於這些關係來說，似乎只有當它們以一種較高的綜合

方式連結起來時，我們才有辦法理解這些關係運作的個別形式(外在關係說?)，

似乎只有當我們達到一個最高的普遍概念普遍概念普遍概念普遍概念時，其下的各個部份概念才能夠被我們

理解。 

    然而，在批判觀點與形上學觀點之下，由於所謂的普遍概念普遍概念普遍概念普遍概念的意義並不相

同，所以兩者追求的目標與方式也不相同： 

    形上學觀點形上學觀點形上學觀點形上學觀點(綜合的普遍綜合的普遍綜合的普遍綜合的普遍)：企圖理解個別聯結形式的具體總合是如何從一個

單一的初始原則所發展出來。這個觀點只允許一個起點與一個終點，並以綜合演

繹法將兩端連接起來。 

    批判觀點批判觀點批判觀點批判觀點(分析的普遍分析的普遍分析的普遍分析的普遍)：將所有可能的連結形式收納到一個系統的概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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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並且將它們歸到一個確定的基本法則之下。這種觀點之下，人類精神賦予實

在的各種形式都被認可，各種形式並不會被要求要合於一個單一個、進步的序列

之中。「每一個形式(ex:時間)都被置於一個特殊的平面(ex:科學)，在其中這些形

式完全獨立地實現它自身，並且發展自己的特殊性質」。 

 

一個奇怪的兩難命題出現了。如果我們牢牢抓住邏輯統一性這個假設不放，

邏輯形式的普遍性就有作中會抹煞每一特定領域的個別性即其原則的特殊

性的危險，但如果我們沉浸在這一個別性中並堅持要對之進行詳查，那我們

就要冒著迷失方向，找不到返回之路的危險。只有當我們能發現一種反覆出

現在每一種文化形式之中，而又不在任何兩種形式中採取相同形態的因素因素因素因素

(factor)時，擺脫這種方法論的兩難境地的途徑才有可能敞開。

(p.84,sec.1) 

 

 3.基本關係與文化脈絡  

    形式的性質形式的性質形式的性質形式的性質(quality of forms)：空間的並列關係、時間的相繼關係…等等，

按照這些特定的關係在意識的整體中創造出一個序列(series)。 

    形式的模態形式的模態形式的模態形式的模態(modality of forms)：神話、藝術、科學…等等。一個特定的關

係在不同的形式脈絡(formal context)之中發生時，其內部也會發生某些轉變。這

些不同的形式脈絡各自形成一個意義的總體(totality of meanings)，擁有自己的本

性與自成一套的原則。 

 

例如： 

「時間關係」在審美脈絡或認知脈絡之下的不同意義。 

「空間關係」在審美和幾何當中的不同。 

「因果關係」在神話與在科學當中的不同。 

 

 4.意識統一性的基本條件 & 實體形上學的困難  

    在描述一個既定的具體關係具體關係具體關係具體關係時，我們必須說明它的性質與所處的脈絡：   

             

       Index of 

modality 

Relation 

u1：神話 u2：藝術 

R1：空間關係 R1u1 R1u2 

R2：時間關係 R2u1 R2u2 

     

    如此一來我們會發現大量的關係形式，只有透過對各個基本關係的研究，我

們才能理解其內涵；但同時我們也可以發現意識統一性的基本條件：意識若要為

自己設定任何內容，必須同時也設定其他內容的複合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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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德對於因果關係的問題：企圖理解理解理解理解為什麼由於某物存在，具有完全不同性

質的另一物就應該存在且實際存在。 

    實體形上學的兩難：要嘛肯定要嘛否定「關係」的實在性。 

否定關係：肯定絕對實體而放棄關係，所有時間、空間、因果關係都只能被視為  

          無法理解的幻象。  

肯定關係：承認關係，但仍只將其視為是實體的偶性(accidents)。事實上我們只

認識這些偶性，實體只能後退至無意義的，純粹的 X。 

 

 5.內容與形式、部分與整體 & 時間整體  

    解決實體形上學問題的唯一方式：從一開始就將「內容」和「形式」，「關係」

和「要素」當作是互相決定、同時存在的。每一個意識的簡單的質(感覺與料?)，

只有在它與某些特定的質(意義的質?)完全結合而其他的質分開的情況下被把握

的時候，它才具有一個確定的內容(?)。這種結合與分離的作用不能與意識內容

脫離，而是意識內容的根本條件之一。因此，不會有一個非意識自身產生的「某

物」，不經由進一步的媒介就引起一個「他物」(?)。因為就是在每一個意識的具

體內容中以某種形式被表象的那個意識整體，確定了每一個意識的具體內容。只

有經由這個表象(representation)，並在這個表象之中，我們所謂的呈現(presence)

才是可能的，任何單一具體的呈現，都預設了整體的表象。 

 

    時間的例子：時間關係與「現在」。意識所謂的直接內容都必定與現在有關，

而過去和未來似乎都不屬於意識的直接內容。然而對「現在」的意識，必須預設

對「過去」和「未來」與過去的意識；對「瞬間」的意識，必須預設對整個時間

「過程」的意識。因為所謂的「現在」只不過是區分過去和未來的永遠在變動的

界線，這個界線不能脫離它所要劃界的東西而被思考。「現在」只能被理解成為

從過去與未來之間流動不居的界線，而不能被理解為某種靜態的存在，否則將會

出現飛矢不動的悖論。只有藉由結合現在與過去未來，結合瞬間與過程，並將對

時間的意識在意識之中形成一個統一的整體，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時間自身的形

式才能是「給定的」。對我們來說，真正被給定的是時間關係的整體而不是「現

在」。因此，對時間的把握必須以意識的一種能力意識的一種能力意識的一種能力意識的一種能力為基礎，這種能力使意識能夠

超越其當下的直接內容，越出其自身而把握到時間整體，並由這個整體來把握當

下的部分具體。 

 

    小 結 ： 若 我 們 對一 個 意 識 中 的 具 體 片段 進 行 思 考 ， 若 我 們能 把 握 到

(apprehend)它，並不是因為我們對這個片段進行思考，而是因為我們能藉由確定

的空間、時間或質這些不同向度的組織功能而超越這個具體片段，進而把握到

它。也就是因為這樣，我們才能斷言一個非給定的某物或意識內容，也對我們存

在著某種統一性，而這種統一性可以被視為意識的主觀統一性，也可以被視為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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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客觀統一性。 

 

讀後建議 

（可分享讀書會進行過程所遇到的困難、改進方向及其他建議） 

本次場地由於研究生口試臨時無法使用，稍微拖延到時間，下次需事先注意。 

 

 

研讀活動照片 

 

 

    

。。。。第六週第六週第六週第六週    

日期   98年 6月 12日 時間 14時 至 17 時 地點 人社 C202 

導讀人 王少奎 記錄人 王少奎 

討論主題  The Problem of Representation  

進行方式 由導讀人進行導讀並帶討論 

出席人員 王少奎、范鴻志、鄭志忠、楊穎茜 

研讀摘要研讀摘要研讀摘要研讀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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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以時間為基礎的空間意識  

    空間的例子：空間不是作為精神既定的擁有物而給定的(給定的只有感覺雜

多)，而是在意識的過程，也就是意識的一般運動中產生的，這個運動過程也必

須預設在意識能夠在部分中把握(apprehend)整體，並在整體中把握部分，否則這

個過程也只是一連串無關的個別，不可能產生出統一個一個一個一個空間整體。只有藉由在直

接的感覺經驗中把各組完整的感官知覺結合成為一個一個一個一個觀念，另一方面又把這種統

一性貫穿到它多樣具體的部分當中，我們才會直觀到空間的結構結構結構結構。這時候，形式

表現為潛在的運動，而運動表現為潛在的形式。所以對於空間的把握，必須以時

間上的綜合為基礎。 

 

 7.空間整體  

    巴克萊空間理論的問題：巴克萊認為空間知覺是來自某種心靈被給定的自然

語言，我們是利用視覺與觸覺互為記號而創造出一個系統性的知覺空間世界，進

而將這種心靈的語言作為純粹感官的語言。但「純粹感官的語言」本身就是一個

矛盾的詞，因為語言總是要假定在感性的記號之中充滿某種理智意義。 

    然而，就算我們假設空間觀念的感覺基礎在於我們的視覺、觸覺與運動的感

覺，但這些感覺的總合並不會包含我們稱作的「空間」的那種統一形式。毋寧說

空間觀念是顯現在某種統合中，這種統合使我們能過越過任何單一的感覺，並達

到它們的整體。在任何一個被我們視為具有空間性質的要素之中，意識都假定了

無限的潛在方向，而這些方向的總合就是我們空間直觀的整體(積分?)。只有當

我們從一個具體且相對有限的觀點出發，並以部分作為一個起點與刺激去建構一

個空間關係的整體時，我們對於一個具體經驗對象所擁有的空間圖象才會具有他

的形式(對具體事物的空間表象同時建構了空間整體?)。 

    因此，就像在時間的「此刻」之中，「之前」和「之後」是時間的基本方向，

空間的每一個「這裡」也都假定了一個「那裡」。具體的位置並非先於整個空間

系統而被給予，而是存在於與空間系統的關連之中，換句話說，意識此時此地的

直接內容並非是個別獨立的被給予，而是在意識對時間與空間關係的整體意識之

中被給予。 

 

 8.對象化 & 三種關係小結  

    對象化綜合：將確定的屬性併入一個具有變化性質的恆常事物當中。 

    對象化的時間與空間基礎：將相對上較恆常的東西與較會改變的東西區分開

來(時間)；在載體的概念出現之前，必須對空間結構有一定程度的把握(空間)。 

    然而，時間與空間對於客觀化來說並不充分，「載體」本身在時間與空間之

上又另外獨立地增加了某些東西，但休姆卻始終否定了這種獨立性：他總是試圖

證明「對象」只是屬性的總合，而自我只是知覺的總和。 

    「知覺」與「屬性」的不同：每一個個別的知覺之所以能叫作「知覺」，並

與「屬性」區別開來，是因為知覺乃是屬於「自我」(self)的，這種和自我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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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並不是由各個知覺綜合而來，而是知覺能被當成知覺把握到所需要先假定的條

件；同樣的，「屬性」與「對象」的關係也是如此：若糖的概念是可能的，我們

必須先將白和甜視為並非在我之內的狀態，而是一開始就被把握成一種屬性，一

種客觀的性質，我們必須一開始就是透過「對象」這個整體把每一個屬性把握成

「屬性」，就如同我們透過「自我」這個整體把每一個知覺把握成知覺一樣。自

我與對象並非感官經驗相互聯結出來的結果，而是每一個具體感官經驗的形式條

件。 

    時間關係、空間關係、實體屬性關係都揭示了意識的基本特徵：整體並不是

得自於部分。每一個部分的觀念都已經包含了整體的概念。每一個個別(particular)

從一開始就屬於一個確定的複合體，而它本身也表達了這個複合體的規則。正是

這些規則的總體構成了意識的真正統一性，像是時間、空間與客觀綜合的統一性 

。因此，此時此地所意識到的事物的屬性，或是一個我的感官知覺都並非是一個

獨立的、純粹被動接收的個別印象，而是伴隨著各種關係的整體。 

 

 9.傳統心理學所謂「聯結」(association)的不足  

    傳統心理學(經驗主義)使用「聯結」來泛指可能存在於意識中的所有聯結方

式，這個說法容易忽略或混淆各種連結間的具體差異。例如，F(a,b)、F`(c,d)是

兩個不同的函數，其中的元素具有不同的聯結形式，但兩個函數都是某種「聯

結」，對傳統心理學來說，兩者是相同的。 

    「聯結」的第二個缺點是：各個聯結的內容仍是分離的。在經驗的過程中，

整體並非產生於部分，而是整體規定了部分並賦予它們意義。「聯結」只說明了

觀念的銜接，而沒有解釋到這種相互滲透與相互決定的關係，形式與內容並非獨

立自存，整體也不只是部分的累積，兩者彼此相互交纏在一起。 

 

 10.理性主義的不足  

    不同於經驗主義，理性主義企圖保留意義的獨立性，認為對象的世界不能靠

經驗來把握。笛卡爾認為，對象與實體的統一性並不能透過知覺，而必須透過心

靈的自省來把握。他認為我們一開始被給予了某些圖像，像是光明與黑暗、平滑

與粗糙的觀念，但這些觀念都還是純粹主觀的，一直到心靈的判斷功能介入之

後，對象的統一性才得以出現。然而，意識的綜合在此仍然被視為是一種處理由

外而來的具體內容的活動，這種活動本身是無意識的，並且是完全獨立於感官印

象的。這種客觀統一的活動完全不會出現在經驗當中而被意識到，它只能在思辨

當中被我們把握。笛卡爾的形上學二元論是他的方法論二元論的結果，他只是以

思維與物質實體的區分來解釋意識功能的對立面(具體與整體?)而已。 

 

 11.結論：以「積分」取代「聯結」 

    感性與思想，「形式」與「質料」之間的對立是抽象的，邏輯的產物，但一

切確定的現象都是由質料與形式，個別與普遍的統一所構成。這個現象是所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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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的出發點。 

    「積分」取代「聯結」：意識的要素與意識整體之間的關係並不是一個部分

與總合之間的關係，而像是微分與積分的關係，像是物體的運動與它的軌跡之間

的關係。在每一個被給定的意識內容之中，我們都不能忽略意識的一般構造原

則，個別的意識內容中都表現了整體的形式，這才是意識的本質。意識的積分不

是它的各種感覺要素(a, b, c…)的加總，而是它的關係與形式的微分(dr1, dr2, 

dr3…)的總體性。意識的現實性只是在他每一個個別獨立的因素之中，將表現為

潛能和一般可能性的東西揭露出來而已(微分表現出積分)，意識的每一個內容都

決定和表現著另一個，此物與它物從一開始就互相決定、彼此滲透。當一個具體

的某物通過因果這個關係被表象而「呈現」時，它物便是某物存在的條件，因而

「當某物存在而他物必須存在」也就不再不可思議了。 

 

 總結： 

 

實體形上學或感覺主義(摹寫論)的幾個理解困難： 

1) 關係的無限倒退 

2) 無法理解因果關係 (康德的問題) 

3) 時間整體無法從彼此無關的雜多中抽取出來，無法解釋時間整體 (Hume) 

4) 「現在」並非被給定的靜態存在 (飛矢不動的困難) 

5) 空間整體不能從彼此無關的雜多中抽取出來，無法解釋空間整體 (Berkeley) 

6) 對象與屬性、自我與知覺的錯置 

7) (缺點)無法一方面保有各文化形式的豐富多樣性，又同時找出它們之間的統

一性。 

 

    回到本節最初的問題：單一個別的感覺內容如何如何如何如何可以成為一般的、精神的意

義的載體呢？卡西勒並沒有直接回答這個問題，但按照他的陳述，我們並沒有所

謂赤裸而無意義的知覺，一個物理對象或是一個單一個別的感覺內容從一開始就

具有意義，一個知覺之所以可能就是因為它具有意義，所以本節一開始所提出的

問題其實對卡西勒來說並不是問題，只有在素樸的實在論或感覺主義的觀點之下

才會去追問我們如何將意義添加到知覺之上。甚至說，傳統所謂的認知對象也就

是必須在時間、空間、因果以及實體屬性的關係之中才能存在，這些關係對卡西

勒(或康德)來說是認知對象之所以可能的條件。另一方面，由於這些關係在具體

現象中與意義也是不可分離且互相滲透的，所以每一個基本關係也都必定伴隨著

某種特殊的意義脈絡，而意義與關係的整體也就是一切知覺活動的可能性條件。

因此，成為一般的、精神的意義的載體是感覺內容之所以可能的條件。換句話說，

本節的結論即是：一是多的可能性條件。(下一節則是要討論多如何從一中展開) 

 

讀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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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分享讀書會進行過程所遇到的困難、改進方向及其他建議） 

本次出席狀況較差，雖不至於影響討論，但仍希望下次能多加宣傳。 

 

 

研讀活動照片 

本次無照片記錄 

 

 

。。。。第七週第七週第七週第七週    

日期   98年 6月 26日 時間 14時 至 17 時 地點 人社 A306 

導讀人 范鴻志 記錄人 王少奎 

討論主題 Ideational Content of the Sign 

進行方式 由導讀人進行導讀並帶討論 

出席人員 王少奎、葉雨馨、張旺山、鄭志忠、鄭喜恆、范鴻志 

研讀摘要研讀摘要研讀摘要研讀摘要 

問題 

Cassirer 用下面長長的一段話
1
把第四節的主題“aus-zu-drucken”(我將它分成三部

分): 

� Die bisherigen Erwägungen gingen darauf aus, eine Art erkenntniskritischer 

»Deduktion«, eine Begründung und Rechtfertigung des Begriffs der Repäsentation zu 

geben, sofern die Repräsentation, die Darstellung eines Inhalts in einem anderen und 

durch einen anderen, als eine wesentliche Voraussetzung für den Aufbau des 

Bewußtseins selbst und als Bedingung seiner eigenen Formeinheit erkannt werden 

sollte.
2
 Aber nicht auf diese allgemeinste logische Bedeutung der repräsentativen 

Funktion sind die folgenden Betrachtungen gerichtet. � In ihnen soll das Problem des 

Zeichens nicht nach rückwärts in seine letzten »Gründe«, sondern nach vorwärts in die 

                                                      
1 這段話在中譯本 218 頁:「到目前為止, 我們一直…. 假如這些中介效力…, 它們的效力和作用

將是個不解之謎」 

2 (前面第三節)是某類型的批判「演繹」,旨在解釋和證成表象此一概念: 在另一個內容中並通

過它表象某一內容, 是意識的結構和統一性的根本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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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nkrete Entfaltung und Ausgestaltung, die es in der Mannigfaltigkeit der 

verschiedenen Kulturgebiete erfährt, verfolgt werden.
3
 � Für diese Betrachtung ist 

jetzt ein neues Fundament gewonnen. Auf die »natürliche« Symbolik, auf jene 

Darstellung des Bewußtseinsganzen, die schon in jedem einzelnen Moment und 

Fragment des Bewußtseins notwendig enthalten oder mindestens angelegt ist, müssen 

wir zurückgehen, wenn wir die künstliche Symbolik, wenn wir die »willkürlichen« 

Zeichen begreifen wollen, die das Bewußtsein in der Sprache, in der Kunst, im Mythos 

erschafft. DIE KRAFT UND LEISTUNG DIESER MITTELBAREN ZEICHEN
4
 bliebe ein Rätsel, wenn sie 

nicht in einem ursprünglichen, im Wesen des Bewußtseins [42] selbst gegründeten 

geistigen Verfahren ihre letzte Wurzel hätte. 

� Cassirer 重伸一次已在第三節內討論過的問題, 而這個已討論過的問題是: 

� 有沒有必要講什麼“表象”? Cassirer 認為第三節就是證成(Deduktion)了「表象」

這一概念的必要性. 

� Cassirer 確定「表象作用」這個概念的範圍和意義. 就概念的範圍而言, 「表

象」一詞指的是「意識的個別內容是透過它者來表示或呈現」 

� 就概念的意義.「意識的個別內容是透過它者…」對理解意識的結構而言, 是

具有著 allgemeinste logische Bedeutung(最普遍的邏輯意義)
5
 

� Cassirer 在第四節處理的問題: 從繁複的文化領域來理解記號/符號的功能. 

� 不同文化的領域各自擁有不同的符號. Cassirer 認為理解符號的中介作用中介作用中介作用中介作用, 必

須回溯意識呈現或呈現意識的方式. 而這種呈現的方式, Cassirer 稱為「die 

»natürliche« Symbolik(“自然”符號)」; 而在文化領域內發揮著作用的記號 Cassirer

稱為「人偽的符號(die künstliche Symbolik)」或所謂的「“任意而為的”記號(die 

»willkürlichen« Zeichen)」 

這是 Cassirer 第四節的“開場白”. 根據我的理解, 要說明這第四節的內容, “按理應

當”將整節分成三部分. 

第一部分: 說明自然符號到人偽的符號的轉變. 這部分又分三小部分: 

� 何謂自然符號/人偽的符號 

� 自然符號與意識的關係 

� 從記號到人偽的符號 

                                                      
3 下面的研究不再討論表像功能的一般意義. 我們將探討記號問題. 這一探討不是退回到它的

最終『基礎』問題, 而是向前進到它在各個文化領域中的具體展開和構型問題. 

4 我用小型大寫字把這幾個字特別標示出來 

5 就我的理解, 這句話就等於是說: 從意識哲學的立場而言, 所謂「邏輯」指的就是「意識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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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有關標題的問題. 第四節有兩個標題: Die ideelle Bedeutung des Zeichens.

還有 Die Überwindung der Abbildtheorie. 標題與內容的關係, 本來是任

何報告都必須交代的工作, 但在這份報告裏, 我暫不處理. 那是因為

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見後)已佔了很的篇幅. 再者, 若把第一部分說清

楚了, 或許就多多少少能猜到什麼是 Cassirer 的所謂的「Die ideelle 

Bedeutung des Zeichens」. 至於第二個標題: Die Überwindung der 

Abbildtheorie 我想 Cassirer 的想法更複雜. 因為我們可以設想

Überwindung 可以有不同的意義. 可以指「指出理論上的缺失, 如邏輯

上的錯誤」, 也可以指「指出實踐上謬誤, 如就人的倫理要求而言是

過多, 或過少」.在整個導論裏, Cassirer 對感覺論者, 或觀念者的批評, 

甚至他對「物自體」的觀點, 都可以從理論或實踐觀點來衡量. 由於

過於複雜, 因此在報告裏, 我不處理標題與內容間的關係. 

第三部分: 生命哲學與文化意識的關係. 這部分我認為是 Cassirer 把符號/記號哲

學的困難(相較於「主體轉向」)與任務從另一個角度說明. 

第一部分 

�首先是兩個概念的說明: 自然符號或人偽的符號的差別? 

「自然符號」涉及意識. Cassirer 說它是「整個意識的呈現」6. 但這樣說, 實屬名

詞上的「定義」問題而已. Cassirer 如何用這個詞? 在文章中, 不容易看出人類的

語言到底是屬於自然符號, 還是屬於人偽符號?  Cassirer 提了個例子. 在人論人論人論人論 第

三章
7

42 頁, Cassirer 討論這個觀點:「…符號化的過程存在於類人猿的行為中…」. 舉

這個例子, 是因為我們總會懷疑, 除了從自然符號到人偽符號
8
之外, 是否還有

                                                      
6 翻譯的問題. 

� 我將自然符號(natürliche Symbolik)視為 Darstellung des Bewußtseinsganze, 因為根據原文的

句子結構, 後者是前者的「同位語」 

Auf die „natürliche“ Symbolik, auf jene Darstellung des Bewußtseinsganzen, die […] 
angelegt ist, müssen we zurückgehen, wenn wir die künstliche Symbolik, wenn wir die 
„willkürklich“ Zeichen begreifen wollen, die sich das Bewußtsein in der Sprache, in der 
Kunst, im Mythos erschafft. (S.41) 

� 而 Darstellung des Bewußtseinsganze的原中譯名稱是「意識整體的表象」.我暫時譯成「整

個意識的呈現」因為 Darstellung除了有 Beschreibung, Schilderung, Wiedergabe的意思之外, 
還有 Vorführung和 Verkörperung. Vorführung可用於 Vorführung einer Handlung 某一情節的

展示, 或在人面前展示某一行為. Verkörperung可用於 Verkörperung einer Rolle 扮演某個角

色, 把某個角色表現出來給人看. 所以 Darstellung des Bewußtseinsganzen表示整個意識以某

種方式被表現出來被人看到/聽到/摸到/感覺到... 

7 標題: 從動物的反應到人的應對從動物的反應到人的應對從動物的反應到人的應對從動物的反應到人的應對    From Animal Reactions To Human Response 
8 先不論 Cassirer用這兩個詞(自然符號, 人偽符號)的真正意義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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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更原始”轉到“不那麼原始”的符號(自然符號)的發展過程? 以黑猩猩為例. 黑

猩猩的語言是屬於自然符號還是 Cassirer 意義下的語言? 當人類是用舌頭和嘴唇

來“說話”時, Cassirer 認為黑猩猩可以用姿勢或聲音“表達”. 但 Cassirer 接著又表示

了兩個有趣的觀點, �黑猩猩的表達僅止於表達感情, 換言之, 黑猩猩的“語言”

無法「有一個客觀的指稱或意義(objective reference or meaning)」
9
 �「我們可以欣

然承認, 類人猿在某種符號化過程的發展中向前跨出了重要的一歨, 但我們仍然

要說, 它們並沒有達到人類世界的門檻, 而是彷彿走入了一條死胡同」
10

 對這個

區別(“達到人類世界的門檻”和“死胡同”), Cassirer 認為必須區分信號(sings)與符號

(symbols). 為了說明這兩者的差別, Cassirer 舉了「聰明的漢斯」,「騙狗出門散歨」, 

因此, 語言介於 Cassirer 所謂的「自然符號」與「人偽符號」之間.  

 

讀後建議 

（可分享讀書會進行過程所遇到的困難、改進方向及其他建議） 

本次讀書會順利進行，未遭遇困難。 

 

研讀活動照片 

本次無照片記錄 

 

    

。。。。第八週第八週第八週第八週    

日期   98年 7月 3日 時間 14時 至 17 時 地點 人社 A306 

導讀人 范鴻志 記錄人 王少奎 

討論主題 Transcending the Copy Theory 

進行方式 由導讀人進行導讀並帶討論 

出席人員 王少奎、葉雨馨、張旺山、鄭志忠、范鴻志 

研讀摘要 

�「自然符號」與意識的關係.  

確定語言是介於“自然符號”與“人偽符號”的「中間」後, 現在回過頭來說明「自

然符號」是什麼? 或者「自然符號」在 Cassirer 理論中的“功用”? Cassirer 在引入

                                                      
9 人論人論人論人論 第三章 44-5 頁; p.29 
10 人論人論人論人論 第三章 46-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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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符號」之後, 立刻接著寫的, 但也是很長的一段文字. 我想這段文字正是

他對「自然符號」的理解. 這段長的文段以一個問題「語音如何有意義?」開始. 為

了說明第一部分(自然符號到人偽的符號的轉變), 我將這文段完全摘錄並標上號碼. 

[42] … ���� Daß ein Sinnlich-Einzelnes, wie es z. B. der physische Sprachlaut ist, zum 

Träger einer rein geistigen Bedeutung werden kann—–dies wird zuletzt nur 

dadurch verständlich, ���� daß die Grundfunktion des Bedeutens selbst schon vor der 

Setzung des einzelnen Zeichens vorhanden und wirksam ist, so daß sie in dieser 

Setzung nicht erst geschaffen, sondern nur fixiert, nur auf einen Einzelfall 

angewandt wird. ���� Weil jeder Sonderinhalt des Bewußtseins in einem Netzwerk 

mannigfacher Beziehungen steht, kraft deren er, in seinem einfachen Sein und 

seiner Selbstdarstellung, zugleich den Hinweis auf andere und wieder andere 

Inhalte in sich schließt, kann und muß es auch bestimmte Gebilde des Bewußtseins 

geben, in denen diese reine Form des Hinweisens sich gleichsam verkörpert. 

�「語音(der physische Sprachlaut)如何具有意義?」 Cassirer 把這個問題的答案, 限

定在一定的範圍內. 

� Cassirer 認為答案是: daß die Grundfunktion des Bedeutens selbst schon vor der 

Setzung des einzelnen Zeichens vorhanden und wirksam ist, so daß sie in dieser Setzung 

nicht erst geschaffen, sondern nur fixiert, nur auf einen Einzelfall angewandt wird. 在置

定各別的記號之前, 是(記號的)意義本身就已發揮了它最基礎的作用, 以致我們不能

說是置定記號就連帶的制定了它的意義, 反倒是說置定記號, 只是固定記號的意義

而已, 並依各別的情況使用這個意義而已. 

� 至於為什麼「… (記號的)意義本身就已發揮了它最基礎的作用」? 標號�之後

的句子提供了答案. 這個理由我認為是從意識哲學到符號哲學的“關鍵處”. 

上面引的文段可以看成是: (1)從自然符號轉到人偽符號的過程, 還有(2) 雖然語

音(der physische Sprachlaut)不是隸屬於藝術, 神話或科學符號的層面, 但此處

(Cassirer 舉的例子)“語音”也不是屬於自然符號層面. 我的意思是說, 確實有“語音”, 

但沒有“純粹的”自然符號; 「自然符號」是 Cassirer 為了說明方便的“虛構物”. 為

什麼? 因為在回答問題(「語音(der physische Sprachlaut)如何具有意義?」)時, Cassirer 訴

諸「die Grundfunktion des Bedeutens(意義的基本功能)」. 我認為這個詞的意思至少

有兩個.  

1. Cassirer 所謂的「觀念上的意義意義意義意義(ideelle Bedeutung)」指的是「種種可能內容之全

體」, 而此全體的代表者就是「記號」. 而記號代表「種種可能內容之全體」

還有另一個重要的意思: 記號是在「意識之流」中突顯出來的, 記號是把意識

內容予以符號化. 而這種把意識內容符號化的過程正是語言, 神話, 藝術和科

學的過程. 

2. 歌德所謂的某種「精確的感性的想像,(exakte sinnliche Phantasie)」或者 Cassi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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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綜合感性雜多的系統(ein System sinnlicher Mannigfaltigkeiten)」.  

因此, 不論是「觀念上的意義」或是「精確的感性的想像」
11

都已把任何所謂的

「自然符號」通通“提拔”到介於“自然符號”與“人偽符號”「之間」的位置. 

基於我們的標題「『自然符號』與意識的關係」, 下面我用 Cassirer 舉的例子, 

勞拉·布里奇曼的故事
12

說明�中 Cassirer 的這句話: 

[…] daß die Grundfunktion des Bedeutens selbst schon vor der Setzung des 

einzelnen Zeichens vorhanden und wirksam ist, so daß sie in dieser Setzung nicht 

erst geschaffen, sondern nur fixiert, nur auf einen Einzelfall angewandt wird. 在個

別記號產生前, 意義的基本功能就存在且起了作用, 因而產生記號並不是創造

意義. 而只是把意義固定下來, 把它用到具體情況之中. 

這句「產生記號並不是創造意義. 而只是把意義固定下來」我們已在導言的第二

節看到.. 但「意義的基本功能就存在且起了作用」和「把它(記號)用到具體情況

之中」如何理解? 下文討論的重點擺在: (1)「什麼意義下說『意義的基本功能起

了作用』?」(2) 「『把記號用到具體情況之中』指的是什麼?」 這裏我分成三部

分來說明. 

� 最簡單的語言? 

� 記號與意識結構的關係. 

� 結論 

首先 � 最簡單的語言? 前面我們已經說過, 語言是介於 Cassirer 所謂的自然符

號與人偽符號之間. 而在 S.42 裏所謂的 der physische Sprachlaut 就是語言, 或者就

是「最簡單」的語言. 為說明這「最簡單」的語言, 我用 Cassirer 的例子,勞拉·布

里奇曼小姐的故事. 在這個故事裏, 我們將看到勞拉·布里奇曼如何的從「情緒語

言」
13

轉換到“一般語言”的過程 

�記號與意識結構的關係. Cassirer 說當勞拉·布里奇曼會用名稱時, 那她必須先

能掌握了關係(這是使用名稱時的必要條件), 也由此, 這勞拉·布里奇曼開始進入

了語言世界.  

� 結論. 

                                                      
11 其實不論是“觀念上的意義”或是“精確的感性的想像”, 這些觀念都已在上面引的長文裏提到; 

當作解釋「“人偽符號”具有中介功能」的前提. 

12 這個例子出現在人論人論人論人論 第三章 50 頁 

13 情緒語言可看作黑猩猩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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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什麼意義下說「在置定各別的記號之前, 是(記號的)意義本身就已發揮了它最

基礎的作用」? 我想 Cassirer 可能會說, 當勞拉·布里奇曼會用名稱
14

時, 她知

道她處在什麼情境之中; 如今她的老師可以不再是她的老師, 因為這位老師

現在已結婚了,.... 甚至也可以說, 正是勞拉·布里奇曼會用名稱, 她也知道她

之前是某人的學生, 而她現在或未來也不是. 而這些所謂的知道現在如何, 

以前如何, 未來又如何..., 都是導源於「(記號的)意義」本身的作用. 

(2)「『把記號用到具體情況之中』指的是什麼?」在(1) 中所談的是用名稱或說話

的前提. (2) 則是實際用名稱時的作用或效果. 這我在�「從記號到人偽的符

號」的部分會說明. 

(1)與(2): 勞拉·布里奇曼從一位又盲又啞的小孩轉而成後來的著名聾啞盲學者
15

, 

用 Cassirer 的話說這正是她會使用了語言或符號. 我們也可以用 Cassirer 的另一段

話說明勞拉·布里奇曼的成就(這段話與柏拉圖主義有關). 

So findet in der symbolischen Funktion des Bewußtseins ein Gegensatz seine 

Darstellung und seine Vermittlung, der schon in dem einfachen Begriff des Bewußtseins 

selbst gegeben und gegründet ist. Alles Bewußtsein stellt sich uns in der Form des 

zeitlichen Geschehens dar – aber mitten in diesem Geschehen sollen sich nun bestimmte 

Bereiche von »Gestalten« herausheben. Das Moment der stetigen Veränderung und das 

Moment der Dauer sollen also ineinander übergehen und ineinander aufgehen. Diese 

allgemeine Forderung ist es, die sich in den Gebilden der Sprache, des Mythos, der 

Kunst und in den intellektuellen Symbolen der Wissenschaft auf verschiedene Weise 

erfüllt. Alle diese Gebilde erscheinen gleichsam noch dem lebendigen, sich ständig 

erneuernden Prozeß des Bewußtseins unmittelbar angehörig: Und doch herrscht in ihnen 

zugleich das geistige Bestreben, in diesem Prozeß bestimmte Halt- und Ruhepunkte zu 

gewinnen. So bewahrt in ihnen das Bewußtsein den Charakter des stetigen 

Fließens—–aber es verfließt dennoch nicht ins Unbestimmte, sondern gliedert sich 

selbst um feste Form- und Bedeutungsmittelpunkte. Jede solche Form ist nach ihrem 

reinen »Ansich« als ein aütò kajð) /autó im Platonischen Sinne aus dem Strom des 

bloßen Vorstellungsverlaufs herausgehoben—–aber sie muß zugleich, um überhaupt zu 

erscheinen und um ein Dasein »für uns« zu gewinnen, in diesem Ablauf in irgendeiner 

Weise repräsentiert sein. In der Erschaffung und im Gebrauch der verschiedenen 

Gruppen und Systeme symbolischer Zeichen sind beide Bedingungen insofern erfüllt, 

als hier in der Tat ein sinnlicher Einzelinhalt, ohne aufzuhören, ein solcher zu sein, die 

                                                      
14 Cassirer用的字是“noise” 
15 人論人論人論人論 第三章 50 頁 注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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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aft erlangt, dem Bewußtsein ein Allgemeingültiges darzustellen. 

� 從記號到人偽的符號 

「人偽的符號」Cassirer 指的是 […], die das Bewußtsein in der Sprache, in der Kunst, im 

Mythos erschafft. 換言之, 「人偽的符號」指的就是文化領域. 但人偽的符號也可

以指或者 Cassirer 所謂的「綜合感性雜多的系統(ein System sinnlicher 

Mannigfaltigkeiten)」 

第四節裏 Cassirer 特別以科學說明記號的發展. 底下以化學式為例(§4 45), 說明科

學與文化哲學關係. 化學式就其為「記號」而言, 它與其他的文化領域的「記號」

作用一樣: 它是讓意識的“原料”得以轉化成“形式”的關節(Vermittlung). 仔細點說, 

Cassirer 認為科學記號(或科學的專與名詞)有著底下的特色: 

� 化學式作為某特定物的名稱. 

� 至於, 我們到底能看到, 聽到, 摸到或聞到什麼, 這名稱本身不是答案. 

� 但這名稱卻將感官的對象, 置入一個非常廣泛而又細膩的網絡中, 而這種網

絡是光靠知覺無從得知的. 

� 而這種網絡, 是由普遍規則所擬定的所有可能性. 

� 而這些許許多多的可能性, 何時或何地才會具體的變成真實呢? Cassire說, 正

是研究者的使用符號, 讓所有抽象的可能就在剎那間全變成具體的真實. 這

個觀點可用Cassirer的“話”來說明: 只要撥動一根琴弦, 其它停擺的弦也就跟

著隨之共鳴. 

	 接著 Cassirer 又把「科學名稱」的用法, 又予以推廣到「記號系統」的建立. 

Cassirer 認為對於科學名稱的有助於將原本看似不相干的問題, 放在同一個“光

束”下理解. 

第三部分生命哲學與文化意識的關係 

這部分我認為是 Cassirer 把符號/記號哲學的困難與任務從另一個角度說明. 我以

Cassire 的兩段話開始. 

1. 「文化」的內容是不能脫離人類活動的基本形式和方向的. 這裏,「存在」

只能在「行動」中得以理解. 只有當審美對象的想像力和知覺力作為一種

特殊的活動存在的時候, 才會有審美對象的領域 […] 哲學思辨面對所有這

一切方向, […] 在必定有可能使他們連結到一個統一的觀念中心這樣一股

設想而面對它們. […] 這樣一來, 文化的各種不同產物, […]: 它們變成眾

多的努力,皆指在把僅由印象印象印象印象構成的被動世界(精神似乎最出被禁錮在這個

世界中)變形為一個純粹表達表達表達表達人類精神的世界.
16
 

2. 在這些方向中，我們看到了「精神的本質性」(die Wesenheit des Geistes)的反

                                                      
16 第一節 18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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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 ─ 因為，對我們而言，唯有當精神的本質性在「形構感性材料」的活

動中將自己實現了出來的時候，它才將自己給展示了出來。
17

 

在 1.中說的是: 人似乎是注定被關在他的感官印象中, 但等到人類使用記號有了

符號, 有了各類型的文化活動後, 他就有了「精神的」世界. 在 2.則明確的指明

只有在「形構感性材料」的活動當中, 他才有了「精神的」世界. 現在的問題是, 

人類難道就是只能有「精神的」世界, 人自身又如何呢?
18

 人對他自己的認識也

要透過仲介物嗎? 這個問題是 Cassire 在 Einleitung 的第四節最後一段要談的主

題.
19

 

近代哲學自從「轉向主體」後, 哲學將重點擺在「生命」此一概念上. 但如

果這是為了緩和或徹底解決主體與客體的對立, 生命領域本身反出現了更嚴厲

的分裂. 現在所謂「真實的生命」是當下而直接的給予, 而且也只有當下而直接

的才是真實的生命—–任何對生命的理解或詮釋應都是對這「當下」的扭曲與迫

害. (理由是) 雖然我們還是可以從存有出發, 而且存有與思想的二分或許會更嚴

重, 但至少在以認知為目的圖像中還或多或少保留了存有的影像. 但「當下」的

生命卻不允許如此討價還價的; 生命不是「當下」, 否則它什麼也不是, 生命不

需要假藉它物來表示, 它自己就是直觀本身. 

Cassirer 針對文化與生命的緊張關係, 他提出的問題是: 難道我們要把真實

的生命, 打從一開始就視為某種即刻可觸知且已定了形的樣態? 還是沉醉於它

(生命)繁複的多樣性? 前者意味生命的自我封閉, 後者, 生命只不過是五花八門

的劇場秀 (das gesamte Schauspiel der Entwicklungen des Geistes/ the entire drama of 

spiritual developments). 值得討論的是, Cassirer 所提的問題是有關認識論的問題還

是方法論的問題. 

Cassirer 認為哲學研究無法走回頭路, 也就是說不能回頭再把馬亞的面紗

(Scleier/ veil)揭開, 找尋真實的生命. 哲學能做的就是以明晰而間接的方式理解

生命的意義. 

 

讀後建議 

（可分享讀書會進行過程所遇到的困難、改進方向及其他建議） 

本學期卡西勒讀書會圓滿結束，大致上十分順利，問題大多在於討論十分熱絡與

                                                      
17 [張] 第二節 4 頁 S.21 
18 姑且不論「人自身」如何定義. 
19 Einleitung共寫了 48 頁, 但對「人自身」Cassirer卻只寫了不到四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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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導致進度較不易控制，但這未嘗不是一個好現象。 

 

研讀活動照片 

本次無照片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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