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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歷史、記憶、遺忘與原諒，是屬於呂格爾晚期，也就是他90年代以
後論著的主要議題。這些議題同時也是呂格爾個人思想歷程的轉折
與延續。有關歷史的問題，他已經於《時間與敘事》三冊時期提及
，但是當時，在《時間與敘事》的架構下的歷史只與虛構的文學作
品形成對比，所涉及的記憶概念，也沒有超越敘事為主軸的邊境。
在晚期呂格爾的著作中，他思考的對象，有從個人、自我的觀點轉
變為群體、社會的層面，例如1997年《意識形態與烏托邦、2003年
出版的《歷史、記憶、遺忘》或是2004年的《肯認的歷程》。
本研究計畫主要探討的問題即是，呂格爾晚期思想脈絡中的記憶、
歷史、遺忘以及原諒的概念。本研究計畫涵蓋了三個主要的問題探
索：一、與早期、中期呂格爾的著作比較，特別是與符號、隱喻、
敘事以及認同的議題。因為呂格爾思想迂迴的特性，可以探究呂格
爾思想的延續與演變。二、深入探索呂格爾記憶、歷史、遺忘以及
原諒的關連。三、由呂格爾對記憶、歷史、遺忘以及原諒的理論為
例，探索在不同文化以及語言脈絡下，如何再現創傷歷史。

中文關鍵詞： 歷史、記憶、遺忘、原諒、呂格爾

英 文 摘 要 ： History, memory, forgetting and forgiving were among the
primary research topics of the French philosopher Paul
Ricoeur in his later life. These issues represented, at the
same time, the turning point and the continuation of
Ricoeur’s personal and philosophical development. He dealt
with the issue of history in “Time and Narrative,” but at
that time, history was discussed under the framework of
narrative of history and put into contrast with fiction in
literary works. Since narrative was the foundation of his
three-volume oeuvre, the concept of memory never
transcended the border of narrative. In Ricoeur’s later
writings, his objects of thinking appear to shift from
individual self to social collective, e.g., “Ideology and
Utopia,” which was published in 1997, “Memory, History,
Forgetting” in 2003 or “The Course of Recognition” in
2004.
The main objective of this research project is to explore
Ricoeur’s concept of memory, history, forgetting and
forgiving in the context of his later thought, and to
further explore three ideas: First, because of the detour
character of Ricoeur’s philosophical development, it is
advisable to compare the issues of this research project
with his early- and mid-life concepts, such as symbol,
metaphor, narrative and identity. Second, an in-depth
exploration of the relation of Ricoeur’s concept of
memory, history, forgetting and forgiving will be
performed. Third, taking Ricoeur’s concept of memory,
history, forgetting and forgiving as an example,
representations of traumatic history in the context of
different cultures and languages will be examined.



英文關鍵詞： history, memory, forgetting, forgiving, Ricoe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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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摘要 

中⽂摘要 

呂格爾思想中之記憶、歷史、遺忘與原諒的涵義與關聯 - 從跨⽂化與跨語⾔的

角度的探索 

歷史、記憶、遺忘與原諒，是屬於呂格爾晚期，也就是他90年代以後論著

的主要議題。這些議題同時也是呂格爾個⼈思想歷程的轉折與延續。有關歷史

的問題，他已經於《時間與敘事》三冊時期提及，但是當時，在《時間與敘

事》的架構下的歷史只與虛構的⽂學作品形成對比，所涉及的記憶概念，也沒

有超越敘事為主軸的邊境。在晚期呂格爾的著作中，他思考的對象，有從個

⼈、⾃我的觀點轉變為群體、社會的層⾯，例如1997年《意識形態與烏托邦、

2003年出版的《歷史、記憶、遺忘》或是2004年的《肯認的歷程》。 

本研究計畫主要探討的問題即是，呂格爾晚期思想脈絡中的記憶、歷史、

遺忘以及原諒的概念。本研究計畫涵蓋了三個主要的問題探索：⼀、與早期、

中期呂格爾的著作比較，特別是與符號、隱喻、敘事以及認同的議題。因為呂

格爾思想迂迴的特性，可以探究呂格爾思想的延續與演變。⼆、深入探索呂格

爾記憶、歷史、遺忘以及原諒的關連。三、由呂格爾對記憶、歷史、遺忘以及

原諒的理論為例，探索在不同⽂化以及語⾔脈絡下，如何再現創傷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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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摘要 

Meaning and relation of memory, history, forgetting and forgiving in the context of 

Paul Ricoeur’s thinking: an intercultural and cross-lingual approach 

History, memory, forgetting and forgiving were among the primary research 

topics of the French philosopher Paul Ricoeur in his later life. These issues 

represented, at the same time, the turning point and the continuation of Ricoeur’s 

personal and philosophical development. He dealt with the issue of history in “Time 

and Narrative,” but at that time, history was discussed under the framework of 

narrative of history and put into contrast with fiction in literary works. Since narrative 

was the foundation of his three-volume oeuvre, the concept of memory never 

transcended the border of narrative. In Ricoeur’s later writings, his objects of thinking 

appear to shift from individual self to social collective, e.g., “Ideology and Utopia,” 

which was published in 1997, “Memory, History, Forgetting” in 2003 or “The Course 

of Recognition” in 2004. 

The main objective of this research project is to explore Ricoeur’s concept of 

memory, history, forgetting and forgiving in the context of his later thought, and to 

further explore three ideas: First, because of the detour character of Ricoeur’s 

philosophical development, it is advisable to compare the issues of this research 

project with his early- and mid-life concepts, such as symbol, metaphor, narrative and 

identity. Second, an in-depth exploration of the relation of Ricoeur’s concept of 

memory, history, forgetting and forgiving will be performed. Third, taking Ricoeur’s 

concept of memory, history, forgetting and forgiving as an example, representations of 

traumatic history in the context of different cultures and languages will be exam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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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內容 

（⼀）前⾔ 

筆者到執⾏本計畫為⽌，主要對呂格爾的研究焦點是他於70年代至80年代

所完成的著作，例如，1975年的《活的隱喻》（La Métaphore vive），1983年

至1985年的《時間與敘事》（Temps et Récit）三冊，以及1990年的《⾃性宛如

他者》（Soi-même comme un autre）。在這些著作中，筆者對呂格爾所進⾏的

研究始終環繞著，符號、隱喻、想像、模仿、敘事與認同等概念，⼀些屬於呂

格爾早期以及壯年期所思索的問題。 

此研究計畫的主題雖然也與呂格爾相關，但是所涉及的概念、領域與筆者

之前的研究有很⼤的差別。記憶、歷史、遺忘與原諒，是比較屬於呂格爾晚

期，也就是他90年代以後論著的主要議題。在撰寫《時間與敘事》三冊時期，

呂格爾雖然已探討歷史的問題，但是歷史的概念在這段期間似乎只與虛構的⽂

學作品（fiction）形成對比，⽽記憶的探索，在當時也以敘事（narrative）為主

軸。呂格爾對遺忘與原諒議題的思索，來⾃他個⼈思想歷程的轉折，但是也與

他後期從個⼈、⾃我的觀點轉變為個⼈、群體（含宗教群體）、社會的研究相

關，例如1997年的《意識形態與烏托邦》（L’idéologie et l’utopie）、2003年出

版的《歷史、記憶、遺忘》（La mémoire, l'histoire, l’oubli），此外也涵蓋了他

對信仰（faith）、詮釋學與神學之間所關切的問題，例如1998年與André 

LaCocque出版的《思索聖經》（Penser la Bible）以及2000年的《聖經詮釋學》

（L'herméneutique biblique）。 

透過此研究計畫的執⾏，筆者能深入了解呂格爾思維脈絡下之記憶、歷

史、遺忘與原諒的涵義與互相的關係。尤其筆者有⾃⼩在歐洲受教育的背景，

所以，不僅在語⾔、思考層⾯能更進⼀步解析，並且更能從⼼內感知這些議題

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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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 

本研究計畫主要探討的問題即是，呂格爾晚期思想脈絡中的記憶、歷史、

遺忘以及原諒的概念。本研究計畫涵蓋了三個主要的問題：⼀、與早期、中期

呂格爾的著作比較，特別是與符號、隱喻、敘事以及認同的議題。因為呂格爾

思想迂迴的特性，可以探究呂格爾思想的延續與演變。⼆、深入探索呂格爾記

憶、歷史、遺忘以及原諒的關連。三、由呂格爾對記憶、歷史、遺忘以及原諒

的理論為例，探索在不同⽂化以及語⾔脈絡下，如何再現創傷的歷史。 

記憶、歷史、遺忘以及原諒概念的重要性，涉及了不同⼈⽂領域。呂格爾

在不同學術領域的探索，所構思的成果，並不是只有在哲學學⾨可以應⽤，⽽

是在各種⼈⽂學術領域的學⾨都有參考的價值。 

（三）⽂獻探討與研究⽅法 

筆者希望從以下呂格爾的名著的深入探索，勾勒出呂格爾思想針對記憶、

歷史、遺忘與原諒概念的要點。 

1965年的《論詮釋 －探究佛洛伊德的⽂章》（De l'interprétation. Essai sur 

Sigmund Freud） 

1969年的《詮釋的衝擊 －論詮釋學 I》（Le Conflit des interprétations - 

Essais d'herméneutique I） 

1975年的《活的隱喻》（La Métaphore vive） 

1983年至1985年的《時間與敘事》（Temps et Récit）三冊 

1986年出版的《從⽂本之⾏動》（Du texte à l’action） 

1990年的《⾃性宛如他者》（Soi-même comme un autre） 

1997年《意識形態與烏托邦》（L’idéologie et l’utopie） 

2003年出版的《歷史、記憶、遺忘》（La mémoire, l'histoire, l’oub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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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的《肯認的歷程》（Parcours de la reconnaissance） 

此外，再搜集呂格爾研究的期刊論⽂，搜尋記憶、歷史、遺忘以及原諒等

相關議題的⽂獻。 

其它相關⽂獻請參閱本報告之參考⽂獻。 

（四）結果與討論 

筆者在此研究計畫，不僅研究呂格爾原⽂所使⽤的詞彙，並且參考了呂格

爾著作在英⽂、德⽂、中⽂的翻譯。因此在此報告中，若提及重要的概念，筆

者將註明原⽂的⽤詞，或與不同的語⾔的涵義比較。筆者想透過不同語⾔的詞

彙，勾勒出記憶、歷史、遺忘與原諒的核⼼概念。因此，探究呂格爾的上述概

念，也必須將不同語⾔的翻譯版本納入研究範圍。 

筆者將此研究計畫的結果與討論，依據本計畫的主題記憶、歷史、遺忘與

原諒分為四個不同的章節。 

記憶與想像：memory and imagination 

呂格爾認為，記憶是⼀個在哲學史中被哲學家忽略的問題。他甚至批判⾃

⼰在撰寫《時間與敘事》三冊的時候，沒有仔細思索記憶於時間與敘事架構之

間所扮演的角⾊。呂格爾為何開始思考記憶的問題，主要是因為他想找出以下

三個問題的答案。第⼀個問題是，如何結合個⼈與群體的記憶。畢竟個⼈的記

憶涉及私⼈，內在經歷，⽽群體的記憶則是⼀個社會、⽂化的現象。第⼆個問

題涉及想像與記憶之間的關係。回憶彷彿是⼀種想像的能⼒。但是回憶如何跟

過去聯繫，又如何忠實地再呈現過去︖想像與時間的距離（time distance）又有

什麼關係︖第三個問題牽涉了記憶與群體認同的關係。⼈們為何抱怨有太多或

太少的記憶︖我們如何對待濫⽤記憶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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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呂格爾針對回憶所提出的問題，我們可以發覺呂格爾關切的議題有

三個主要的⾯向：個⼈記憶與群體記憶、記憶與想像、以及記憶與認同。若分

析這三個問題的順序，我們可以發現，呂格爾的出發點似乎是以個⼈回憶與想

像為主軸。若比較呂格爾與提出「⽂化記憶」（Kulturelles Gedächtnis）概念的

德國古埃及與⼈類學家阿斯曼（Jan Assmann），很明顯可以看到，呂格爾是從

個⼈記憶的角度思索群體的記憶，⽽阿斯曼相反地將群體記憶視為個⼈記憶的

形成條件。從個⼈記憶為問題出發點的呂格爾，下⼀個問題就涉及了，個⼈的

回憶與想像（imagination）如何產⽣，它們的差別在哪裡︖從群體記憶為出發

點的阿斯曼則思索，群體記憶如何形成，對個⼈記憶如何造成影響。筆者在此

比較呂格爾與阿斯曼探索的路徑，主要想強調，呂格爾在《記憶、歷史與遺

忘》⼀書之論述的鋪設，主要是以個⼈記憶為問題出發點，從個⼈的記憶開始

想像，再結合群體的記憶為歷史，從歷史中的記憶與遺忘的廣度，了解群體與

個⼈的認同，再進⼀步了解原諒的問題。在原諒的階段，則又回歸至個⼈的層

⾯。 

在分析呂格爾如何解讀記憶產⽣的內部過程之前，我們必須了解回憶與記

憶在字彙層⾯的涵義，尤其是呂格爾⾃身也參考、分析了不同語⾔中，記憶、

回憶的意義。⾸先需要釐清的是回憶與記憶的區別。回憶⼀詞，如法⽂

（souvenir）、英⽂（memory）或德⽂（Erinnerung）都有複數的變化，如

souvenirs、memories或是Erinnerungen。因此，回憶可指涉的是事件，單⼀或多

數的事件。從語源學的角度觀看法英德語的回憶詞彙，法語的souvenir，來⾃於

拉丁⽂動詞 subvenire（想起，發⽣），是由sub（下⾯）的介系詞與venire

（來）的動詞⽽組合成形，涵蓋著來⾃於深層的意象。從語源學解讀德語的回

憶erinnern的涵義，前綴詞er-表達轉變，副詞innen的意思是內部，裡⾯。綜合

轉變與內部的構思，erinnern換句話說是⼀種「內化」的過程。 

記憶的涵義比較抽象，雖然記憶也可能涉及某⼀個事件的記憶，但我們主

要透過記憶來指回憶的能⼒。在法、英、德語的記憶（memoire，mem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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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dächtnis）指涉的是整體回憶的抽象概念，因此在應⽤記憶⼀詞時，我們比較

常⽤單數來表達。在此，值得提及的是，德語記憶⼀詞Gedächtnis，來⾃於

denken（思考、思索、想像）的動詞。雖然其中⽂翻譯是記憶無誤，但是在德

語詞彙的脈絡中，Gedächtnis與過去分詞gedacht（思考過）相關。若從名詞化

的過去分詞 Gedachtes（想像的東西）思考，則有想像、虛構的涵義。 

如同上述德語記憶的解析，記憶的產⽣與想像有密切的關聯。呂格爾在探

索記憶的現象主要關注的議題則是，如何想像，呈現已經不在的事物。針對想

像（imagination）的問題，呂格爾已在撰寫《活的隱喻》（la Metaphore vive）

的時候，將想像分辨為創造式（productive） 以及 複製式（reproductive）的模

式。但是當時，呂格爾所關注的是語意的創新（semantic innovation），他想透

過想像的概念，勾勒出隱喻的創新。在此論述的脈絡下，複製式與創造式的想

像的差別在於，複製性（reproductive imagination）需要⼀個原型（original 

referent），但是創造性想像（productive imagination）是⼀個前所未有的連結。

在記憶與歷史論述脈絡的想像，相反地強調的並不是創新，⽽是在下⼀章節將

解析的「歷史裡的真實」（truth in history）。 

以下，我們可以透過呂格爾對柏拉圖、亞理斯多德、奧古斯丁的記憶與時

間之解析，來理解他對記憶與時間議題所關注的要點，並從此切入點了解，他

如何從個⼈記憶層⾯逐漸拓展至群體的問題。 

回憶與想像之間的關聯，柏拉圖透過印章與印記（τύπος）的比喻解說。

如同回憶過去的事件，我們在當下所能接觸到的（若⽤海德格的詞彙則會是

zuhanden），只有印章留下來的印記（回憶），原來的印章（事件本身）已經

過去，不在場了。若以此假設為出發點，我們所關切的，應該是印記是否與印

章相似，換句話說，我們的回憶是否與過去發⽣的事件相符︖與上述活的隱喻

不同的地⽅是——隱喻強調的是創新的想像，⽽回憶的想像所要求的是真實性

（verité, truth, Wahrheit），也就是，如何還原歷史的真實、真相。柏拉圖透過

原圖（εΐκών）的概念與圖像（σηµεία、είδολα）的比喻，強調真實性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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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柏拉圖分辨了幻象式（phantasmatic）與事實式（eikastic）的差別。幻象式

的相似可以說是⼀種欺騙，與事實式的相似（也就是符合原圖）形成對⽴。 

在上述柏拉圖的比喻，時間似乎對回憶⽽⾔不是很重要。印記保存的狀

態，好像永遠都⼀樣，不會隨著時間衰退。但是我們知道回憶並不如同事物，

我們需要重複的回想，才能延長我們的回憶。柏拉圖在印章印記的比喻中，沒

有考慮時間性與遺忘的問題。亞理斯多德對回憶與過去的分析，將回憶的焦

點，放置於時間層⾯的問題。呂格爾引述亞理斯多德在《記憶與回憶》（Über 

Gedächtnis und Erinnerung）的⾔語：「On se souvient sans les objets」，古希臘

⽂原⽂為「άνευ των εργών」（沒有事物），德語翻譯為：「.. ohne konkrete 

Objekte, dann spricht man von Erinnerung」（沒有具體的對象，⼈稱為回憶）。

呂格爾指出，亞⾥斯多德對回憶有兩種不同的分別：⼀、已經不存在的事實。

⼆，已成為過去的事實。前者著重於「不」在，強調失去、逝世的狀況︔⽽後

者所重視的，則是過去的「已有、已是」（Gewesensein）事實。此外，亞⾥斯

多德更強調：「Διά µετά χρόνου πάσα µνήµη」（記憶是跟著時間），呂格爾的

法語翻譯為「La mémoire est du temps」，德⽂翻譯為「Daher ist jede Art von 

Gedächtnis mit Zeit verbunden」。換句話說，回憶就如同沒有原像⾃身，但是是

「跟著」（µετά χρόνου）時間⽽出現。透過回憶，我們所回想的，並不只是原

來的事件，我們同時也將過去連結至現在、當下。過去是跟著時間⾛的⼀個現

象。 

呂格爾在《時間與敘事 I》（Temps et Récit 1）⼀書，曾指出，奧古斯丁

在《懺悔錄》所提及的三個時間性，都以現在（當下）為主：過去，即是現在

的過去——指當下對過去的回憶——，現在，即是當下的現在——指當下對現

在的觀察——，將來，則是現在的將來——指當下對將來的期望。相較柏拉圖

印章印記的比喻，奧古斯汀比較不重視身體之外事物的真實，⽽是關注在我們

靈魂或精神上呈現的圖像（distentio animi）。這些圖像如同⾜跡與線索，將我

們的當下與過去聯繫（vestig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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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所描述之回憶的解析，似乎都環繞著個⼈的回憶與記憶。個⼈回憶與

記憶的形成，對呂格爾來說，是群體記憶形成的條件。呂格爾先探索什麼是我

的記憶，然後在延伸至什麼是我們的記憶。在群體記憶層⾯，呂格爾參考了法

國社會哲學學家Maurice Halbwachs所撰寫的《群體記憶》（The Collective 

Memory）。針對Halbwachs的理論，呂格爾同意的是，每個⼈並不只是各⾃回

憶，⽽是需要他⼈記憶的幫助。在我們記憶裡的故事，經常並不是我們⾃⼰親

身經歷，⽽是從別⼈聽來的。呂格爾透過Halbwachs的觀點指出，群體的歷史與

認同與事件、儀式、共同的節慶有直接的關聯。但是他不同意，Halbswachs把

個⼈的記憶視為群體的記憶的前景（outlook）。在《記憶、歷史與遺忘》⼀書

中，群體記憶其實並不是焦點。有關群體記憶與想像，呂格爾在其他的⽂章與

著作，例如《意識形態與烏托邦講座》(Lectures on Ideology and Utopia)，有更

詳細的說明。另外，即將由澳⼤利亞研究呂格爾的學者Suzi Adams所主編之

《社會的幻想》（Social Imageries）也將揭露呂格爾對群體記憶與認同之概念

的解析。  

寫作與歷史：writing and history 

呂格爾在《記憶、歷史與遺忘》⼀書探索歷史相關問題的章節中，他並不

⼀開始就直接進入歷史範疇的討論，⽽是探索書寫、撰寫的原則性問題。他⾸

先對歷史撰寫（writing of history）提出了疑問，並參考了柏拉圖之斐德若

（Phaedrus, Phaidros）的對話。呂格爾在斐德若對話中特別重視的議題，是如

何透過書寫的⽅式傳遞知識。這個問題乍看之下，並沒有跟歷史有直接的關

聯。但是仔細思考⼀下，這個問題其實就是撰寫歷史最基本的問題。呂格爾特

別關注的歷史問題，就是記憶與書寫之間的關係。 

對我們現代⼈⽽⾔，歷史似乎⼀定⽤書寫的⽅式撰寫，但呂格爾的出發點

是個⼈的記憶，探究的路徑是從個⼈的記憶至歷史的撰寫，或是消失於遺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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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的記憶會隨著時間⽽慢慢衰退，因為我們知道、會害怕遺忘，所以我們將

事情⽤書寫的⽅式紀錄下來。 

在斐德若對話中，柏拉圖提出對書寫的質疑。書寫（Schriftlichkeit）⼀定

比⼜述可靠嗎︖書寫⼀定就能夠還原歷史上的真實嗎（truth in history）︖若歷

史書籍所敘述是並不符合歷史上的真實，⼀旦寫下的錯誤資訊，將會流傳世

代，並且誤導後代。如同斐德若對話中的質疑，呂格爾也提出，歷史撰寫究竟

「是救贖還是毒藥︖」（Is history writing remedy or poison?）的問題。 

在古埃及、希臘⽂明或其他⽂明，書寫僅是歷史敘述的⼀個⽅式，除此之

外，還有⼜述、畫作、儀式等其他呈現歷史的⽅法。在宗教層⾯，例如古埃及

的祭師、猶太教的傳統、非洲的⼜述歷史的傳統，⼀直都是透過⼜述的⽅式傳

遞、教育下⼀代，透過歷史的教訓警告後代。經過嚴謹的宗教規則、教育⽅

法、傳遞的程序，⼜述歷史也能明確的傳遞歷史的訊息。 

我們對書寫的歷史似乎有⼀種信賴的感覺，信任書寫的歷史勝過於⼜述的

轉達。但是，如同柏拉圖透過斐德若對話指出，書寫的歷史讓⼈學習了忘記，

因為歷史已經紀錄下來了，所以我們不需要練習、使⽤我們的記憶的能⼒。我

們相信⽂字，信任別⼈留下來的印記，⽽不是嘗試從「內⼼」來回憶。記憶、

回憶的能⼒，透過內⼼來理解，來⾃於⼀種訓練。我們似乎因為書寫的歷史，

⽽喪失了我們回憶的能⼒。此外，每⼀本歷史的書籍，永遠都是講述同⼀件事

情。作者撰寫歷史，並不是給某⼀個讀者，⽽是給任何⼀個會閱讀的⼈。作者

雖然完成他歷史的⼤作，但是他跟讀者毫無關聯。有別於⼜述歷史，書寫的⽅

式隔離作者與讀者的關係。書寫的歷史所需要的是，活化其⽂字，讓⽂字有類

似種⼦（spermata）的功能，讓書寫的⽂字能與⼼靈牽連。回憶主要是能活化

我們的記憶，並不是⼀個堆積已逝世事件的倉庫。 

上述是呂格爾對書寫、記憶與歷史關聯的解讀。從此問題的出發點，我們

可以發現，呂格爾所關切，有別於歷史學者，是講述、撰寫記憶與歷史的條件

問題。他在上述理論所呈現的歷史上的真實性（truth in history），並不是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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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歷史事件層⾯，⽽是探究回憶與歷史最基本問題與⽅法。若考量呂格爾對記

憶與歷史問題的切入點，筆者認為，呂格爾關注的最終還是歷史的真實性

（truth of history）的問題。歷史學者所關切的歷史的真實性，因為歷史的脈絡

需要⼀個起源的假設，所以歷史學者的真實性，來⾃於⼀個或多數但是有系統

性的假設，例如國族（匈牙利史）、群體（離散民族）、⽂化（藝術史）、社

會現象（同志史）等。此假設對呂格爾來說，是⼀個起源（origin）。歷史學家

所講述的起源，若從身為哲學家的呂格爾角度看起，是⼀個開始

（beginning）。有別於起源，開始是⼀系列事件的時間的頂端或後端，這要看

我們是從回望性（retrospective）或是展望性（prospective）的時間角度看待此

系列事件的歷史。⽽起源，是從⼀個後設層次（meta-level），從⼀個有距離的

⾼度，將所有屬於此系列的事件串連為⼀個整體的觀點。呂格爾透過柏拉圖的

隱喻，因此表達，開始是歷史性的，但是起源是虛構的（the beginning is 

historic, the origin is mythic)。 

呂格爾歷史的真實性不是建⽴在，歷史記載與歷史事件的比對，⽽是透過

⼀個互相牽連、影響的理論架構。呂格爾認為，回憶／記憶與歷史之間有三個

⾯向/階段（phases），發⽣於歷史紀錄（documentation）、歷史解釋與理解

（explication／compréhension）以及歷史撰寫／再現（la représentation）的層

⾯。⾸先需要解說的是⾯向/階段（phases）⼀詞。⼀般phases的翻譯是階段，

但是階段的語意在中⽂預設了時間性，也就是說，⼀個階段跟著另外⼀個階

段，⼀個階段結束後，才進入另⼀個階段。呂格爾所提及的phases，實際上並

沒有時間性，⽽是指互相交織的⽅法（interwoven methodological moments）。

但是呂格爾同時也強調，他之所以應⽤「階段」⼀詞，是因為在沒有按照時間

順序排列的情況下，⾯向/階段（phases）強調了這⼀系列⾏動的進展，從歷史

紀錄至歷史解釋與理解，從歷史解釋與理解至歷史撰寫/再現，這個撰寫歷史邏

輯的順序，正如同歷史學家設想的重建過去的意圖⼀樣。因此，呂格爾的

phases的語意，同時表達⾯向與階段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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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為「紀錄⾯向/階段」（documentary phase）的第⼀個⾯向/階段涉及

紀錄層⾯問題。所探索的範圍，從⾒證者的敘述至構成紀錄檔案的階段，並討

論紀錄如何成為證明的過程（documentary proof）。 

歷史的資料來⾃於所為的檔案庫（archive）。檔案庫的資料⼀⽅⾯由歷史

學者透過他們所設定的刪選條件⽽收集建檔，另⼀⽅⾯它提供給歷史學者研究

的資料。值得疑問的是，檔案庫的設⽴時常與政治、政黨脫離不了關係。檔案

庫必然有經費、空間的限制。就算收集檔案的研究⼈員沒有特定的政治⾊彩，

他也有個⼈收集資料的動機。檔案庫的資料的英⽂，顧名思義是收集，同時也

是選擇（selection）。相同地，歷史學者無法使⽤所有的檔案，他無論如何也必

須刪選值得他參考的歷史檔案。在這樣以選擇為先前條件（Voraussetzung）的

歷史紀錄與歷史研究的條件下，歷史的真相是否也只是⼀種刻意的選擇︖ 

在第⼆⾯向/階段「歷史解釋與理解」（explanation / understanding）所提

出的問題則是⼀連串的「為何」與「為什麼」。為什麼事件會發⽣︖為什麼會

有這樣的演變︖為什麼有些事情沒有發⽣︖在此⾯向/階段，呂格爾探索，我們

如何透過⼀連串「因為」的回應，解答為何的問題。呂格爾對歷史的解說與理

解，也表達了懷疑的態度。歷史的學問（science historique）屬於⼈⽂社會的探

索，與⾃然科學學⾨的研究有很⼤的差別。政治家在辯論時所提及的歷史的事

實（le fait historique），似乎將歷史的學問與⾃然科學學⾨相同並論。但是歷史

的事實並不如同⾃然科學透過實驗所獲得的驗證的事實（le fait empirique）或

⾃然定律。我們必須區別歷史的事實與歷史的事件（l’événement historique），

也就是真實發⽣的事件。所謂的事實只牽涉到還原歷史事件的歷史解釋，⽽不

是歷史事件的事實。歷史的事實，是透過歷史紀錄驗證⽽重構

（reconstruction）的「事實」，是⼀種知識性的建構，或許也是虛構。因此歷

史的事實並不等同歷史事件的事實。 

在第三「歷史撰寫／再現」（representative phase）呂格爾解析，回憶與歷

史如何透過話語（literary）與書寫（written）的形式提供給歷史的「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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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探索歷史學家在寫作階段所呈現的意圖，思考他們如何將記憶、歷史串連成

合理化的演變。呂格爾解析了所謂⼤歷史（grande histoire）的盲點及缺陷。他

指出，⼤歷史的特⾊即是，將歷史的事件透過，例如⽂藝復興、啟蒙運動、法

國⼤⾰命或冷戰等專有名稱，來命名。這些專有名稱有結合群體認同的⼒量。

⼤歷史象徵著官⽅記憶（mémoire offielle），通常有淹沒具有批判性的學者記

憶（mémoire enseignée）的傾向。何況⼤歷史是由主流民族／群體記憶構成，

對少數民族／群體造成威脅。在⼤歷史架構下所形成的群體認同（collective 

identity），不允許有另類、偏差的歷史事實解讀，因為群體認同很有可能因此

⽽瓦解。但是，如同個⼈認同（individual identity），群體認同也需要透過⼀個

他者，類似呂格爾在《⾃性宛如他者》（Soi-même comme un autre）對個⼈認

同的分析，跟著時間，在時間上，思索群體認同的議題。因為認同不只是回顧

性，並且涉及了展望性（prospective）的問題。 

從歷史的探索到我們上⼀個章節所提及的記憶基本問題，也就是，如何呈

現⼀個已不在或是已存有的事物，也反應在上述第三個有關歷史的再現⾯向/階

段。 

忘記：forgetting 

在深入解讀忘記的概念之前，筆者需要釐清忘記與遺忘詞彙的涵義。中⽂

遺忘與忘記之間，就是遺忘似乎有「遺失然後因此忘記」的涵義，是⼀種被動

式（passive），也就是隨著時間⽽逐漸忘記的意思。⽽忘記⼀詞涵蓋的是⼀個

比較主動（active）的概念，似乎意味著我們需要運⽤我們的意志，來忘記。

「不能忘記」的警語也似乎意味著，我們可⽤透過⾏動來防治記憶的衰退。此

外，中⽂的遺忘比較像是名詞、其意義偏向狀態，⽽忘記比較像是動詞，是⼀

種⾏動。在呂格爾熟悉的西⽅語⾔，例如英⽂的forget、法⽂的oublier或德⽂的

vergessen，並沒有忘記以及遺忘這樣主動與被動涵義的分辨。巧妙的是，呂格

爾透過對oubli，forgetting與Vergessen，概念的分析，解析出它們主動與被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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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但是筆者在此必須提醒，呂格爾所提及的忘記與回憶，比較不是狀態，

⽽是⾏動。筆者將在此章節之後段，詳細解析呂格爾的被動的遺忘以及主動的

忘記之概念。筆者在此報告中所應⽤的遺忘或忘記之詞彙，將會考量筆者欲表

達之概念的主動與被動性，以及在句⼦中應⽤主詞或動詞的適合性。 

記憶與忘記是相對的概念，是互相的相反。也就是說，我們記得的事情，

我們沒有忘記，我們忘記的事情，我們記不得了。我們經常把遺忘視同為記憶

的敵⼈，如同上⼀個章節所敘述，歷史撰寫的動機，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也就

是，我們基本上對記憶的可靠性有所質疑。我們會運⽤不同的⽅法與⼯具，如

同⼜述的傳承、歷史的撰寫、甚至錄⾳、錄影或是社群軟體，將此時此刻，值

得回憶或是不想忘記的事情，記錄下來。若只依靠回憶與記憶，我們所經歷的

這些事情，將隨著時間⽽凋逝。或許，我們選擇留下來的回憶，我們覺得是⼀

種對後代的傳承及義務，因此我們設法不讓某些事情在記憶中消失。但是那些

沒有被選擇記錄下來的事物，是否就不值得關注︖我們需要解析忘記的現象，

了解記憶與忘記的關連。 

因為遺忘就好像是記憶的相反，因此我們可以透過記憶來了解遺忘的涵

義。呂格爾分辨了深層的記憶與遺忘。深層的記憶，就好像將⼀個事件／事物

的⽣命延長或保留（retention）。Retention此詞來⾃於拉丁⽂動詞re-teneo，若

⽤此詞彙最基本的概念解說，就是重複的抓住（hold, tenir, halten）。深層記憶

的相反就是「深層的遺忘」，也就是說完全的消失。此遺忘已經遺失了任何的

⾜跡，線索，我們無法透過回憶喚回。若⽤上⼀章節所提及之印記案例解說，

深層遺忘的意思是，我們不僅沒有印章，連印記的證明也消失，無法找回。或

許，此案例與「抄家滅族」的概念相關，若沒有回憶的⼈，過去的⼈間事物也

⼀併失去蹤影。此外，透過宗教神學的案例以及柏拉圖理型學神話的解析，呂

格爾勾勒出⼀種深層的遺忘，也就是「原始的遺忘」。對神的信仰，⼀⽅⾯也

來⾃於，相信神的創世，神創造我們每個⼈的⽣命。若以柏拉圖洞穴比喻來解

說，我們的知識來⾃於對理型（eidos）的回憶的呼喚，扮演著，幻想， 推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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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認知，瞭解世界的程序。原始的遺忘所遺忘的並不是確實發⽣的事件，

⽽是起因。這起因不是過去的事件，⽽是⼀個永續不斷的開始。深層的遺忘與

原始遺忘的差別在於，原始遺忘所帶來的，是我們對將來的希望。 

徘徊在淺層遺忘的記憶，我們可以透過回憶（recollection or rememorize, 

rappel ou remémoration, in Erinnerung rufen）呼喚。海德格曾提及，「有遺忘才

有回憶的可能」（das Vergesssen ist dasjenige, was das Erinnern ermöglicht），這

樣的弔詭現象（paradox）。我們對記憶的理解，它就好像保存、存留在⼀個地

⽅，我們透過回憶，呼喚它返回我們的意識，我們不需要它時，它又再度回歸

至它保存之處。這個程序，似乎機械般的簡單。但是，為什麼會忘記︖除了時

間、記憶的衰退之外，還有什麼原因︖ 

或許我們有⼀段壓抑的過去，它存在我們記憶中，但我們始終，因為受了

傷害，⽽無意識（unbewusst）般的，將它冷凍於記憶深處。呂格爾引⽤弗洛伊

德之「回憶」、「重複」、「透徹⼯作」（Erinnern, Wiederholen und 

Durcharbeiten）之概念，讓我們理解被我們「壓抑的過去」（verdrängte 

Vergangenheit）。在德語，「無意識」的相反是⽤bewusst sein來表達，也就是

「有意識」的意思。但是德語的前綴詞「un-」，並不表⽰「無」，⽽有可能是

「非」的意思。筆者認為，尤其在解讀呂格爾記憶與遺忘對應的概念時「非意

識」或許是比較適當的翻譯。「非意識」蘊含著在意識隱藏的可能，所表達強

調的是「不⾃覺」，也就是或許⾃⼰沒有發覺，與「無意識」，也就是沒有意

識有很⼤的差別。在「非意識」的狀況下，我們不⾃覺地將記憶隱藏、埋沒在

⼀個在不能上⼿（呂格爾在此也引⽤海德格 Zuhanden, ready-at-hand 的概念）狀

態中。這樣被遺忘的記憶，也只能透過回憶、重複與透徹的努⼒，來化解。在

此，重要的也是，將對過去的看法（vergangen）轉變為「曾是、曾有」

（gewesen）。從⼀個比較負⾯已凋逝的角度，轉換為比較正⾯，與當下能結合

的曾經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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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遺忘的現象，是處於被動式與主動式的遺忘之間，例如逃離式的遺忘

（oublie de fuite）。逃離式的遺忘的動機來⾃於「不願意知道」（Nicht-wissen-

wollen）。我們因為不願意⾯對某些事實，選擇了裝聾作啞的迴避。以⼆戰的

案例為例，某些德國⼈不願意⾯對德國⼈對猶太⼈迫害的歷史。明明有多數的

⾒證⼈⽬睹滅絕集中營的記憶（相反的，這些⾒證⼈的困苦，則是由龐⼤無法

揮霍的回憶所引發），但是某些德國⼈卻迴避這段歷史，主動的不去接觸，不

讓這些殘酷的歷史接觸⾃⼰的記憶。這種對記憶的拒絕，就是處於被動式與主

動式的⼀種遺忘。逃離式的遺忘，並不完全屬於主動式的遺忘，因爲為何某⼈

對某些記憶的抗拒，並非完全他的⾃由意識狀況之下，有時或多數的情況，是

⼼理或認知層⾯上的阻礙， 讓⼈似乎主動地遺忘。 

⾃由意識在選擇性的遺忘扮演了重要的角⾊。選擇性的遺忘，無疑是屬於

主動式的遺忘。什麼事選擇性的遺忘︖舉例來說，若我們描述⼀個事件時，我

們會依據事情的重要性，選擇什麼是值得敘述，什麼是可以省略的事情。記憶

並非完整，在重述記憶的時候，我們也會依據當下的認知、⼼情、觀點等，依

據敘述的脈絡（narrative coherence），呼喚我們的記憶中的回憶。也就是說，

在選擇呼喚記憶的同時，我們選擇了遺忘某些回憶。同樣⼀個事件，每次的敘

述都不會⼀樣，所選擇的召喚、遺忘的回憶也有所不同。 

選擇性的遺忘與上⼀章節所敘述的歷史的三個⾯向（phases）有密切的關

連。因為無論在歷史紀錄、歷史詮釋與解釋或是歷史呈現的層⾯，都涉及了選

擇性的遺忘以及記憶。無論是國家政策，歷史學者的認知，或是個⼈的觀點都

會造成選擇性的遺忘。以歷史的案例為例，在歐洲⼈摧毀瑪雅⽂明的時候，當

時應該⼤多數的⼈認為，瑪雅⽂明不值得被保留，⽽因此被摧毀。後⼈也不重

視其⽂化的保留，但是現今，我們則希望能對瑪雅⽂明有更多的理解。另外的

案例，同志⽂化在歷史都似乎是⼀個禁忌，沒有⼈重視，好像是⼀種⼈們不想

接觸的逃離式遺忘。但是今天，我們可以透過挖掘⼀些在過去被忽視、鄙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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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如同志的⽂化。被選擇遺忘的事物，也並非永恆，⽽是會隨著時間的轉

變⽽變化。 

歷史撰寫、歷史詮釋或是歷史呈現，都需要透過思考、合理的選擇遺忘與

記憶，如同上述，是⼀種回憶的⼯作（Erinnerungsarbeit）。但是回憶的⼯作，

若著重在某⼀個⾯向，也有可能變相成為⼀種濫⽤。在民族主義興起的時刻，

過度強調民族優越性，⼤量地挖掘此⾯向的記憶，讓⼈們被記憶、歷史癱瘓，

無法理性思考，歷史究竟為何⽽存在。有⽬的性的歷史撰寫、詮釋與呈現，所

考慮的並不是歷史的真相（truth），⽽是歷史有什麼⽤途。呂格爾思索了尼采

在《不合時宜的冥想》（Unzeitgemäße Betrachtungen）中，歷史對⼈⽣的⽤途

與缺陷的看法。若歷史的呈現並不是因為真相、真實，⽽是有⽬的性的，這樣

的歷史觀，在政治的操弄下（若參考納粹主義的扭曲的歷史觀），很容易形成

濫⽤。這時，所需考量的是，如何透過遺忘從扭曲歷史觀獲得解放

（befreiendes Vergessen）。主動忘記扭曲的歷史，才能讓非歷史性的理性思考

重歸歷史撰寫、詮釋與再現的程序。 

原諒：forgiving 

如何原諒︖呂格爾為何把原諒的問題與遺忘連結，並不是沒有原因。在⽇

常⾔語中，我們不是常會提到「我不能忘記，我不能原諒」、「我沒辦法忘記，

我如何才能原諒」。從此⾔語當中，我們可以發覺，原諒與忘記是有密切的關

聯。但是，我們知道，忘記不代表原諒，原諒也不表⽰忘記。除了深入探索，

何謂忘記與原諒的定義之外，呂格爾更將他思索的焦點放在：要忘記的是什

麼、要原諒的是什麼、要如何才能原諒等問題。在思索這些問題的時候，他所

關切的並不只有理論層⾯的討論，並且強調實踐的重要性。呂格爾的著作

memory, history and forgetting⼀書，是以探究原諒做為此書的終結。換句話說，

記憶、歷史與遺忘的問題並不是單純只是知識論（epistemological）層⾯的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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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呂格爾思索這些問題的原因，最終是因為要解決原諒此道德性與如何實踐

的問題。 

原諒與忘記的關聯是什麼︖呂格爾指出，原諒是⼀種「主動式的忘記」

（aktives Vergessen），也就是「被動式忘記」（passives Vergessen）的相反。

主動式的忘記，如同此名詞暗⽰，是⼈的⾃由意識之⾏為。但是，主動式的忘

記，究竟要忘記的是什麼︖當我們⽤「忘了那件事情吧」，選擇原諒的同時，

我們所要表達的忘記，並不是忘記那⼀件過去的事情，⽽是那件事情所衍⽣出

的罪⾏。透過罪⾏的忘記、赦免，結束了過去事件壓抑在現在的沈重，讓將來

有⽣存並展望的空間。不能忘記的是那件事件，尤其是引發事件的脈絡，以及

能讓⼈理解事件發⽣的原因的記錄，都應該保存，給予他⼈機會了解為何能原

諒，為何能「忘記」罪⾏。 

原諒不是⾃然⽽然就會產⽣的⼀個⾏為，⽽是必須透過回憶的努⼒，包含

在悲痛的記憶當中不斷的挖掘。呂格爾在此延續並拓展了佛洛伊德在⼼理分析

所應⽤之「回憶的⼯作」（Erinnerungsarbeit, work of remembering）與「透徹的

⼯作」（durcharbeiten, working through）的概念。在此，佛洛伊德所使⽤之德

語「⼯作」（arbeiten）⼀詞，並不是指⽤⾟勞賺取⾦錢的意思，⽽是強調回憶

是必須透過努⼒、⼀個⾟苦煎熬，包含在悲痛的記憶當中不斷的挖掘的過程。 

呂格爾⾸先將原諒分成兩種，⼀種是可以透過「給予」（donner）可解除

之原諒（par-donner），就如同原諒（pardonner）在法語所蘊含的意思，「透

過」（par-）「給予」（donner）。另外⼀種是無法透過「給予」⽽化解之沈重

或困難的原諒（difficult forgiveness）。另外，原諒涉及了被害者與加害者的關

係。只有經過被害者的介入，才有原諒的可能。加害者只能請求被害者的原

諒，⽽被害者也有可能拒絕原諒的請求。畢竟請求原諒的動機，來⾃於⼀個不

可原諒的事件。 

呂格爾透過對不同因素、⽅法的原諒分析，來理解原諒的現象。筆者在此

報告僅列出基本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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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格爾比較了宗教之罪⾏（s in）的赦免以及法律與政治層⾯的還原

（rehabilitation）與⼤赦（amnesty）的概念。在宗教層⾯罪⾏是透過神的恩惠

⽽赦免，在法律層⾯則是涉及了「還原」的思維，也就是說，讓原本被定罪的

⼈，重新獲得完整的公民權利。透過政治介入的⼤赦，則有消除罪⾏的傾向。

⼀筆勾銷的罪⾏，讓⼈覺得罪⾏的事件好像沒有發⽣過。⼤赦與上述於主動式

忘記所提及的要點之差別是，主動式忘記想要忘記的是罪⾏，但不是事件，但

是因為⼤赦並沒有透過被害者的介入，⽽是透過權⼒⽽發⽣，所以讓⼈感覺，

被消除的，不僅是罪⾏，還包含那件具有罪⾏的事件。在政治層⾯，尤其是有

關第⼆次世界⼤戰殘酷的歷史，呂格爾也探討了在政治場合、儀式形式的請求

原諒之案例，例如前德國總理布蘭特（Willy Brandt）於1970年在華沙猶太區起

義紀念碑前的「華沙之跪」 。 1

在上⼀章有關忘記的單元，筆者曾提及逃避式的忘記。「⾃⾜式的原諒」

（Pardon de complaisance）與逃避式的忘記環環相扣。⾃滿⾃⾜的原諒就如同

逃避式忘記的延續⼀般，我們好像免除了我們應要回憶的責任，逃避般的選擇

了忘記。⾃⾜式的原諒，表⾯上好像解決了問題，但是事實上，是⾯對事實的

⼀種逃避。⼼靈、⼼理層⾯的傷痕，是無法透過此原諒的⽅式⽽療癒。 

「善意的原諒」（pardon de bienveillance）雖然看起來比較有⼈性，但是

有不當應⽤的可能。在濫⽤的狀況下，可能造成有罪，但是不罰的結果。善意

的原諒有可能忽視正義的層⾯。若懲罰是⼀種復原（rehabilitation）的條件與⽅

法，被判決有罪的⼈，應當透過懲罰才能復原其公民的權利。另外在神學層⾯

還有「讓步的原諒」（pardon d’indulgence）的形式。在神學的傳統中，原諒有

可能意味著「無罪」的思維。在神學的範圍裡。例如，在主禱⽂裡，不是也有

提及罪的原諒或寬恕嗎︖ 

在許多語⾔中原諒與給予的語義彼此相關，這樣的現象並非偶然。例如法

語：par-donner，英⽂：for-giving，德語：ver-geben。若查閱⼀般的辭典，給予

 布蘭特因此1971年榮獲諾⾙爾和平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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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定義通常比較接近贈予，也就是說，進⾏給予⾏動的⼈，似乎是⾃由意識

性，沒有受益的期待，將某件事物轉送給他⼈。呂格爾質疑的是，給予是否真

的是沒有期待，還是給予是如同Marcel Mauss所⾔，是⼀種給予的經濟（gift 

economy）。Mauss 強調給予是⼀種慷慨的競爭，多出來的給予將刺激回送的⼼

態。給予象徵著⼀種⼒量，若我給你，你好像也（被強迫）應該給我。給予造

成⼀個不平的的地位，給予者好像可以以⾼姿態的看待受贈者。此外，受贈者

好像虧⽋給予的⼈⼀個答謝。 

原諒以及罪⾏，就好像是⼀個「應有」與「已有」的平衡。罪⾏就好像是

破壞此平衡的原因。若能透過給予或是懲罰，還原此平衡，或許也就是原諒的

⽬的。但是，這樣的想法似乎徘徊在交換或報復的邏輯中，並不是真實的原

諒。呂格爾表⽰，我們必須透過給予的解析，讓真實的原諒，跳脫交換/報復的

邏輯。呂格爾透過對「敵⼈的愛」（the love of one’s enemy）來解析，何謂無期

待的原諒。在交換經濟或是報復邏輯的原諒概念下，正義是透過平衡⽽達成。

但是敵⼈的愛跳脫了此量性計算的邏輯，開拓了另⼀種質性的期望，那就是，

我的敵⼈在將來的某時，也有可能成為我的友⼈。與上述給予者與受贈者的差

別是，給予者與受贈者的互相關聯/互惠建⽴在量的多寡，⽽對敵⼈的愛則是質

性，需要透過理性的思考才能理解。⼈之間的互相關係還是需要感恩的⼼，才

能化解回報循環的⼼態。回憶、歷史、遺忘與原諒的意圖是和解、互相肯認，

這樣也才能解開我們在記憶、歷史上的⼼結。 

結論 

此研究計畫對筆者的研究⽣涯⽽⾔，開拓了更多研究議題以及研究的視

野。更重要的是，如同筆者於申請計畫時提及，筆者因為深入了解並親⾃體會

德奧複雜的納粹歷史關係，所以慎重的將此研究議題視為筆者的使命

（Berufung）。除了筆者之前，對⽂化間際性（ interculturality）、認同

（identity）與差異（difference）概念、隱喻（metaphor）與創意（creatity）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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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筆者現今在記憶、歷史、遺忘與原諒的議題中找尋到從內⼼啟發的研究

動機。筆者將以呂格爾思維中的記憶、歷史、遺忘與原諒概念為研究出發點，

探索今⽇其他哲學家、其他領域學者對此類似概念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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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會議名稱 

中⽂：第⼆⼗四屆世界哲學⼤會 

英⽂：24th World Congress of Philosophy 

發表題⽬ 

中⽂：想像、模擬、敘述認同與⽂化間際的⾃我 

英⽂：Imagination, Mimesis, Narrative Identity and the Intercultural Self  

⼀、參加會議經過 

會議的歷史背景與延續 

世界哲學⼤會成⽴於1990年，是世界上最具有國際規模以及影響⼒的⼤型

哲學學者的研討會。此會議主要是由國際哲學團體聯合會（FISP，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sociétés de philosophie）主導。此聯合會則是由不同國家之哲學

學會所組成。⼆戰之後，此會議固定每五年舉辦⼀次，舉辦會議的場所則每次

開會後決定。筆者在學術⽣涯中已經參與了2008於韓國⾸爾、2013年於希臘雅

典以及此次2018年在北京由北京⼤學所舉辦，於8⽉13⽇至20⽇長達⼀個星期的

⼤會。此次參與的國際學者、研究員非常踴躍，參與會議的registration很早就因

為⼈數的關係（記得參與⼈數⾼達5000⼈左右）因此結束。筆者難得因為與同

仁有申請RT以及在RT發表的關係，⽽有參與的機會。 

在國際哲學團體聯合會當中，有筆者先前在奧地利就讀研究所之教授 

Herta Nagl-Docekal 是奧地利哲學學會之代表委員的身分，以及 Ludwig Nagl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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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筆者的維也納哲學研究所的教授。另外，筆者在國際哲學團體聯合會負責⽂

化間際哲學之委員會之主席William Sweet則有多次學術合作之關係。 

世界哲學⼤會因為每五年才舉辦⼀次，對筆者⽽⾔，或許是與資深年長的

哲學學者，因為年紀的的關係，最後⼀次⾒⾯的機會。另外，此哲學⼤會吸引

世界各地重要的哲學學者與會討論，尤其筆者具有研究⽂化間際哲學

（intercultural philosophy）的背景，筆者可藉此機會，建⽴更多國際學術合作關

係。呂格爾研究相關的學者，法國的呂格爾協會（Fonds Ricoeur）與美國的呂

格爾研究學會（Society for Ricoeur Studies）的學者，也在此⼤會於不同的場次

發表論⽂。 

參加會議過程 

筆者發表論⽂的場次 Paul Ricoeur and Practical Wisdom in our Age，主要成

員是來⾃法國的學者。Guilhem Causse 是現今在巴黎的 Centre Sèvres （專⾨研

究哲學與神學的研究中⼼）哲學系的主任。他所發表的論⽂題⽬是：Rites, 

symbols and identity: in dialogue with Paul Ricœur。Causse 之前發表的論⽂、書

籍，與筆者在此研究計畫的主題之⼀「原諒」有很⼤的關聯，例如2014年出版

的Le geste du pardon. Parcours philosophique en débat avec Paul Ricoeur或是 2019

年出版的Le pardon ou la victime relevée。Causse在哲學⼤會之後於2019年4⽉受

東吳⼤學呂格爾研究中⼼⿈筱慧教授的邀請來台演講。筆者在這兩次會⾯都有

與Causse討論的機會。在筆者的場次還有法國學者Yves Vende，他發表的論⽂題

⽬也與本研究計畫相關：The Gift, in between Imaginary and Gestures。 

對筆者來說，在此哲學⼤會最重要的場次，則是 Special Session on Paul 

Ricoeur。此場次參與的學者，都是資深著名的哲學家，例如北美呂格爾研究的

專家Richard Kearney、David Rasmussen 與 Jacob Dahl Rendtor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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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在這次會議選擇參與的場次，比較不⼀致，在想聽取與研究計畫相關

的呂格爾議題的同時，也想拓展、開闢新的研究⽅向。以下為筆者所參與的場

次（依照⽇期時間順序排序）以及其講者： 

演講題⽬目 演講者

Aesthetics and Philosophies of Art Tatiana Kuznetsova, Lilia Myakotina, 
Mathias Obert, Viktor Pigulevskiy, Veronika 
Tess, Mathias Obert

Special Session on Paul Ricoeur Manuel Dy, Kunitake Ito, Richard Kearney, 
Peter Kemp, Uggla Bengt Kristensson, 
David Rasmussen,
Jacob Dahl Rendtorff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Fredy Hernan Prieto Galindo, Oliver 
Kauffmann, Young-Suk Kim, Koichiro 
Misawa, Sankaranarayanan
Paleeri

Phenomenology and Philosophy of Art Mauro Carbone, Jean-Claude Gens, Kuan-
Min Huang, Kwok-Ying Lau, Po-Shan Leung

Derrida and the Philosophy of Religion Maurizio Ferraris, Claudia Melica, Ludwig 
Nagl, Riccardo Pozzo, Luca Maria 
Scarantino, David Schrader,
Marietta Stepanyants, William Sweet

Philosophical Inquiring and Human 
Formation

Chieh-Shuo Chiu, Cristal Huang, Bernard Li, 
Young E. Rhee, Ying-Fen Su, Tomoaki 
Yamada, Anna

Christian Philosophy Wai Luen Kwok, Jing Jong Luh, Li Qu, 
Michael John Rau, William Sweet

Value and Learning to be Human John Abbarno, Samian Abdul, Lydia Amir, 
Jiang Chang, Balaganapathi Devarakonda, 
Gang-Hyen Han,
Xirong He, Peter Jonkers, Young-Suk Kim, 
Thomas Menamparapil, Hortensia Cuéllar 
Pérez, Vincent Shen, Weiping
Sun, Paul Swift, Corazon Toralba

Intercultural Philosophy Gang Chen, Yihong Liu, Zizhen Liu, Jing 
Jong Luh, Britta Saal

Philosophy for Children Christopher An, Britta Saal, Farzaneh 
Shahrtash, David Sumiacher, Ekaterina 
Trushkina

Relational Concept of Being Human Anke Graness, Gabriel Antunes, Gail 
Presbey, Murilo Rocha Seab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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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得 

筆者在此哲學⼤會，因為對研究專題的題⽬只涉略初步的探討，所以決定

在此⼤會發表比較熟悉之呂格爾的想像、模擬之議題。從筆者至今的研究，接

近研究計畫的主題。因為世界哲學⼤會的規模龐⼤，是筆者參與過最⼤型的學

術會議，所探索的問題非常多元，場地也非常⼤，從⼀個場次到另外⼀個場次

的移動，有時需要長達⼗幾分鐘。忙碌於場次的奔波，有時場次的主題與發表

者設定的題⽬不同，也不符合期待，因此浪費了許多時間。但是，也因為多元

廣泛的討論各種哲學的問題，筆者有機會能探索新議題的領域，也能在不同有

關呂格爾研究的場次，收集確實的資料。 

Cross-cultrual and Inter-lingual Zhuangzi 
Study

Jean François Billeter, Guying Chen, Yun 
Chen, Meihua Guo, Fabian Heubel, 
Tomohisa Ikeda, Hsi-San
Lai, Ming-Chao Lin, Kristofer Marinus 
Schipper, Yubin Wang, Günter Hermann 
Wohlfart, Brook A. Ziporyn

Human Existence and the Meaningful World Hyun Höchsmann, Vincent Shen, Michael 
Slote, William Sweet, Guorong Yang

Reason and Religion Wayne Chen, Wilhelm Danca, Jing Jong 
Luh, John Ozol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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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表論⽂摘要 

Imagination, Mimesis, Narrative Identity and the Intercultural Self 

Abstract 

This paper is an attempt to interrelate different philosophical concepts that 

derive from two different philosophical realms and cultural backgrounds: first, 

Ricoeur's concept of  imagination, mimesis and narrative identity and second, theories 

of intercultural-oriented philosophy developed by contemporary philosophers in 

German-speaking areas. The main objective of this paper is to make a speculative 

approach of a potential inter-philosophical and intercultural reading of Ricoeur 

possible. 

Before Ricoeur’s concept of mimesis solidified in his oeuvre “Temps et Récit,” 

he used the conceptional pair of “reproductive and productive imagination”—

particularly in his “Lectures on Imagination” and “La Metaphore Vive”—to explai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reference and the creation of reality. Later, in “Soi-meme 

Comme un Autre,” he emphasized that “idem” and “ipse” have different 

consequences related to the identity of the self.  In other words, if Ricoeur’s mimesis 

is regarded as a processual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his concept of mimesis may be 

perceived in its extensive meaning as far-reaching, impacting not only narratives but 

also imaginary creativity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self. 

Due to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ization, different human-science-related 

disciplines try to understand the intercultural condition of modern society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This kind of questioning does not only have cultural and social 

dimensions; it also has a philosophical aspect. How do cultures interfere and relate to 

each other? How do we construct ourselves culturally in confrontation with other 

cultures?  Being inter-cultural subjects in a multicultural society we cannot rely solely 

on the retrospective orientation of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We may have to 

conceptualize ourselves in an intercultural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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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pite the fact that Ricoeur and intercultural philosophers have different 

motivations, purposes, and foci in philosophizing, and in order to read Ricoeur in an 

intercultural manner, this paper will try to follow and merge their intellectual paths, 

point out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and create new references. 

Keywords: imagination, mimesis, narrative, identity, intercultural, 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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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議 

類似世界哲學⼤會的巨型學術會議，舉辦時間長達7天。筆者雖然沒有全

程參與此⼤會，但是也只缺席會議開幕與隔天。在會議期間，筆者欲參與的場

次太多，光看此會議長達105⾴的program就浪費了許多時間。筆者經過這次經

驗之後，了解參與這種⼤型學術會議，與長達⼆至三天的研討會，應該有不同

的與會策略。下次若有機會參與類似此規模的會議，或許只專注在⼀個特別的

研究議題會有更好的收穫。 

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筆者此次在多數場次中除了得知新的研究趨勢之外，也得知許多新出版書

籍的訊息，例如： 

Stephanie Arel 所編輯之：Ideology and Utopi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e Surplus of Meaning in Ricoeur’s Dialectical Concept 

Scott Davidson 與 Marc-Antoine Vallée 所編輯之： Hermeneutics and 

Phenomenology in Paul Ricoeur: Between Text and Phenomenon 

六、其他 

會議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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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哲學⼤大會的keynote在北京⼤大學舉⾏行行，照片是Ernest Sosa之Maimonides Lecture

普通的論⽂文發表場次提供發表者與參參與者理理想的討論空間，照片是Intercultural Philosophy的
場次

筆者場次論⽂文發表後之餐敘，右後是Guilhem Caus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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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哲學團體聯聯合會負責⽂文化間際哲學之委員會之主席William Sw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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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會議名稱 

中⽂：2018 呂格爾學會洛杉磯會議 

英⽂：2018 Society for Ricoeur Los Angeles Conference 

發表題⽬ 

中⽂：在個⼈、群體、⽂化之間的記憶、認同與歷史：比較呂格爾與阿斯

曼的研究開始 

英⽂：Memory, Identity, and History between Individuality, Collectivity, and 

Culturality: Toward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Paul Ricoeur and Jan Assmann  

⼀、參加會議經過 

會議的歷史背景與延續 

呂格爾學會每年在10⽉、11⽉的時候在美國舉辦國際的研討會。此研討會

聚集國際研究呂格爾的學者，是蒐集研究資料、與國際學者交流的極佳機會。 

呂格爾研究學會的核⼼成員主要由呂格爾學⽣組成。這些學者負責編輯呂

格爾在美國研究、教學時期的英⽂原⽂⽂獻，除此之外也是翻譯呂格爾法語書

籍至英⽂的學者。他們近年來在美國出版多數呂格爾研究之相關書籍，同時也

是英語界呂格爾研究之主導⼈物，對全球呂格爾研究的影響⼒非常⼤。 

呂格爾研究學會（Society for Ricoeur Studies，簡稱SRS）為美國主要研究

呂格爾的學會。每年在美國當地舉辦⼀次國際性研討會。2017年呂格爾研究學

會的會議在波⼠頓之波⼠頓學院舉⾏。2018的會議於11⽉在洛杉磯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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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格爾學會的會議聚集了多數在美國與在世界具有影響⼒的研究歐陸哲學

的學者，尤其是法國後現代、結構主義、詮釋學與現象學的研究同仁。除了呂

格爾研究學會的核⼼成員之外，也有多數來⾃世界各地的學者，例如拉丁或南

美洲、亞洲與澳洲，同時也有來⾃歐洲的資深歐陸哲學學者參與會議。 

參加會議過程 

筆者⾃從2012年於 Rochester 舉辦的會議以來，幾乎每年都參與呂格爾學

會的年度研討會，因此與參與會議的學者都相當熟悉，平時又都有學術研究的

通訊、往來。這次會議於位於洛杉磯的Mount St。 Mary University舉⾏。 

會議於2018年11⽉2⽇正式開始。Mount St Mary University 的會議場所，

準備的很完善，會議的資訊充⾜。會場的場所空間與設備良好，學術研究的氛

圍也很好。雖然是國際研討會，但是保持了⼀種 Workshop 的氣氛，是互相學

習、共同探索，⽽不是存粹「互相發表」，但是比較沒有學術交際的⼤型研討

會。 

筆者在這次會議選擇參與的場次，在想聽取與研究計畫相關的呂格爾議題

的同時，也想拓展、開闢新的研究⽅向。以下為筆者所參與的場次（依照⽇期

時間順序排序）以及其講者： 

演講題⽬目 演講者

Resistance and Recognition: Paul Ricoeur 
on Translation

(Keynote) Kathleen Blamey

The Role of Figuration in Ricoeur’s Theory of 
Productive Imagination

George Taylor

The Imagination in People with Dementia/
Alzheimer’s: A Problem of
Remembrance and Recognition 

Brad DeFord

Imagination, Fallibility and Moral Narratives: 
Fallible Man in relation to
Enactivism

Geoffrey Dierckx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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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得 

此次會議很遺憾的是，筆者最想參與的場次，Traumatic Memory and the 

Paradox of Remembrance and Recognition，包含了 Joseph Edelheit 之論⽂ The 

Humiliation of History，以及 Stephanie Arel 的論⽂ Examining Dread and Denial 

through a Ricoeurian Lens: Dual Threats to Communal Memorialization，上述場次

的時間，正好與筆者發表論⽂的時間相同，因此無法參與。但是會後筆者聯繫

了Stephanie Arel（也就是現在呂格爾研究學會的會長）也成功獲取了他論⽂的

草稿。Joseph Edelheit 則介紹給筆者相關書籍，讓筆者可閱讀與他論⽂題⽬相關

的⽂章。 

Is Ricoeur Still Relevant to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Rob Piercey

Between Barth and Eliade: Ricoeur’s 
Mediation of the Word and the Sacred

Brian Gregor

The Symbol Gives Rise to Theology: A 
Poetics of Theology

Dan Stiver

Ricoeur and Th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Scripture 

Greg McKinzie

Ethical Recognition Fernando Nacsimento

The Ethics of Recognition Sebastian Purcell

The Duty of Memory, the Idea of Justice, and 
the Hermeneutics of Liberation

(Keynote) Roger Savage

“Responsibility, Recognition, Vulnerability: 
The Dialectical Constitution of
the Self as a Subject of Rights and as a 
Responsible Agent"

Guido Gorgoni

A Theory of the Date in Ricoeur and Deleuze John Arthos

Symbol, History, Dialogue: Encounters 
between Paul Ricoeur and Gaston
Fessard

Steven Mailloux

Remembering the Origins: Recognizing 
Ricoeur’s Kierkegaard (part 2) 

Timo Heleni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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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在發表論⽂後，與多數呂格爾研究者討論筆者研究的切入點。有關記

憶、歷史、忘記與原諒，筆者因為之前研究的背景的關係，比較注重認同⽅⾯

的問題。對此巴西裔的美國學者Fernando Nascimento給予了很好的建議。他建

議筆者可往呂格爾研究中與social imagery與utopia相關議題邁進。呂格爾雖然，

若與阿斯曼相較，從沒使⽤⽂化記憶⼀詞，但是這並不表⽰，他沒有⽂化記憶

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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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表論⽂全⽂或摘要 

Memory, Identity, and History between Individuality, Collectivity, and 

Culturality: Toward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Paul Ricoeur and Jan Assmann 

Abstract 

The question “To what extend does history depend on memory?” is one of the 

main questions Ricoeur asks in his 2003 book “La Mémoire, l’Histoire, l’Oubli.” 

With the same question in mind, Jan Assmann, a renowned German Egyptologist, 

developed his theory of cultural memory in his book “Cultural Memory and Early 

Civilization: Writing, Remembrance, and Political Imagination.” (Das kulturelle 

Gedächtnis: Schrift, Erinnerung und politische Identität in frühen Hochkulturen) Both 

Ricoeur’s and Assmann’s theoretical approaches are insightful and seminal in their 

corresponding and related disciplines—for Ricoeur, hermeneutics, phenomenology, 

philosophy, and theology; for Assmann, Egyptology, history, and cultural science 

(Kulturwissenschaft). 

Although both Ricoeur and Assmann focus on the nature of memory, they have 

very different views on what memory is individually, collectively, and culturally made 

of, and its reference and relation to identity and history. On the one hand, Ricoeur 

refines the theory of memory elaborated by his predecessors in philosophy, such as 

Plato, Aristoteles, Augustine, Locke, and Husserl, and therefore relies on the 

reflexivity of memory to a consciousness of self and on imagination, which are the 

discussing foci with regard to memory in philosophical tradition. On the other hand, 

Assmann develops his concept of cultural memory in the footsteps of French 

anthropologist and ethnologist Claude Lévi-Strauss and sociologist Maurice 

Halbwachs (whose concepts Ricoeur also took into consideration), and differentiates 

cultural memory from communicative memory. His main questions include: What role 

does memory play in the formation of cultural identities? What forms of cultural 

memory exist, and how are they organized? In Assmann’s view, memory is al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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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ly formed. Cultural memory is not the memory of the past per se, but the 

conception (Entwurf) of how a community wants to represent itself. 

The objective of this paper is to analyze and compare Ricoeur’s and Assmann’s 

different approaches on the subject of memory, identity, and history, and to highlight 

their theoretical consequences and influences. 

Keywords: memory, identity, history, individual, collective, cul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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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議 

國際會議的參與，尤其是到必須透過長途⾶⾏的地點，筆者建議可以考慮

⽀付會議前與後⼀天（至少前⼀天）的差旅/⽣活費。⽽不是只有會議期間的差

旅/⽣活費。參與研討會是整天密集⼯作⾏程，若因為旅途的疲勞、時差的關

係，⽽沒有辦法專注的收集資料，非常可惜。 

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筆者此次會議得知許多新的出版書籍的訊息，例如： 

Suzi Adams 所編輯近期即將出版的 social imagery， 

Brian Gregor 所撰寫之 Ricoeur's Hermeneutics of Religion: Rebirth of the 

Capable Self， 

Stephanie Arel 所編輯之 Ideology and Utopi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e 

Surplus of Meaning in Ricoeur's Dialectical Concept 等。 

六、其他 

會議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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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呂格爾研究學會創辦會長 Geroge Taylor 的場次

會長Todd Mei 在學會 business meeting 的致詞

前會長 Dan Stiver 場次

Keynote：Roger Sav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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