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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言 

    本文以胡塞爾（Edmund Husserl,1859-1938）現象學（phenomenology）解決

哲學史以來留下的哲學難題－「心物或心身二元論」（dualism, mind∕body），以

及克服胡塞爾在《歐洲科學危機與超越論的現象學》1一書中分析的二元論之根

源「心靈自然化」問題之可能的嘗試或初探。 

 
哲學史中二元論的問題主要以笛卡爾（Descartes）展現而來，心物二分（斷

裂）也等於是身心二分（斷裂），由於身體歸在物質的世界之中，世界就分為心

靈與物質（身體）兩異質的世界。心物二分的問題在於笛氏企圖由不可懷疑

（indubitable）之必真（apodictic）的自我（心）出發，要論證物質世界的存在，

但是心與物兩者不同質又如何能從一方推導出另一方，即「從純粹意識如何能推

導出非意識的物質世界的客觀實在性」。而也可轉換到認識的目的，提問就成為

「內在心靈如何認識外在世界」的問題。在二分的統合上就分為「心物關係」與

「身心關係」之連結，心物關係上笛氏透過「上帝」（God）作為橋樑證明了物

質世界的存在，或者說上帝是真理和認識的保證；身心的聯繫以「松果腺」（glandu 

la pinealis）說明身體與心靈互動的現象。因此，二元論就可分別為「心物問題」

與「身心問題」，但笛卡爾並沒有真正在理論上解決問題，反而問題在哲學史留

給後世哲學家們相繼地討論。2 

    
 胡塞爾在《危機》中如何分析二元論問題？並不是在此書中之二元論不同於

笛卡爾留傳下來的二元論，而是胡塞爾特別針對「心靈自然化」問題展開，他的

出發點總是要找尋的是真正的超驗哲學（transcendental philosophy）的基點，要

求在主觀中找最後根據，但認為笛卡爾不徹底的懸擱（epoché）最後以與身體分

離、心理學式之心靈定位自我，而急於對外在世界作論證，在他那心靈已留下自

然的足跡。3使得之後受到笛卡爾哲學影響的經驗主義（empiricism）特別是洛克

（Locke）將超驗（transcendental）層次問題直接以心理學取代之。最後到休謨

（David Hume）經驗主義原則徹底化的結果，導致主觀主義（subjectivism）與

客觀主義（objectivism）的斷裂，或者摧毀一切客觀主義。可以說，胡塞爾分析

二元論之根源從笛卡爾將心靈自然化4而來，心靈自然化首先是排除了身體成為

                                                 
1 Husserl, E. The Crisis of European Sciences and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An Introduction to 
Phenomenological Philosophy. David Carr（trans.）.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0.英文本以下

簡稱 Crisis。（以下簡稱《危機》） 
2 我們在第三章也會介紹不同哲學家關於二元論之解決。 
3 我們將在第一章再仔細說明。 
4 見以下第一章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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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閉心靈，再以預設外在世界的存在來觀察經驗的心靈。內在於身體中的封閉心

靈無法與外在世界交流，無法認識世界，心靈與世界無法跨越。心靈自然化或意

識視為世界的一部分成為唯物論研究意識的基礎，當代心靈哲學（philosophy of 

mind）以作為代表。本文也企圖以現象學立場針對意識唯物化作徹底的討論，從

心靈自然化的立場理解與批判展開，進一步說明反自然主義（naturalism）之心

靈的研究，並且建構一門獨立之「現象學心理學」（phenomenological psychology）

之可能。 

 
本研究主要以問題為導向試圖提出解決之可能性，那麼首先要針對問題本身

的探討，因此首要採取胡塞爾詮釋下之歷史理論的發展來看二元論問題的形成，

為了釐清二元論的問題點，並且有助於理論解決的可能思考。 

 

第一章 《危機》中「二元論」的問題 

1. 心身二元論問題之闡述 

    二元論即是世界的分裂，世界分裂為自然本身（nature-in-itself）以及不同於

它存在方式的心理的（psychical）存在。也就是，將人和動物視為具有兩種不同

種類的實在（realities）。5 

 
    首先要理解的是為什麼將一世界分為心與物兩個部分看待成為哲學問題。而

我們將人類依據不同的標準分為男人女人、白人黑人、有錢人與窮人等等；或者，

將眼前的書本抽象分出它的形狀、顏色、功能、設計感等都不會是問題，但卻將

大融爐的萬千世界看成由物質世界與心靈世界的共構的結合視作一種需要哲學

理論解決的大難題。 

 
    於是，我們得先了解到心靈與物質分裂的來源或基礎－古典「自然科學」

（natural sciences）。伽利略（Galileo Galilei, 1564-1642）6自然科學將世界視作為

一純粹物質性，且一切物體都受到力學（mechanics）規律的支配，具有機械運

動的屬性。胡塞爾以「無限（infinite）世界或全體（totality）」及「無所不包的

                                                 
5 Crisis,§63. 
6義大利天文學家和數學家,原名 G.Galilei。生於比薩,1581 年在該地進入大學學醫。曾任帕多瓦大

學數學教授(1592-1610),在該校改進了折射望遠鏡(161 0),並首次用於天文觀測。他認為古代亞里

斯多德的學說是不可接受的,這使他受到基督教的嚴厲譴責,被迫在宗教法庭審判之前撤回自己的

觀點。他於 1637 年雙目失明。卒於佛羅倫斯。參考大衛‧克里斯托，《劍橋百科全書》，台北：

貓頭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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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體」（all-encompassing unity）來形容這樣的歷史首次的新世界，無限與無所

不包更指所有事物在時間上過去與未來以及空間上都服從於「因果律」（causal 

principle），自然（被理念化的自然）每一件事都必然服從於精密的法則7。接著，

再與數學化結合，以一種數學的公式發現此數學式的自然，即「自然數學化」

（mathematization of nature）。可以說使原本充滿變數且不穩定的自然世界，化約

成抽象的（abstract）、合邏輯的（logic）、方程式（equations）的數理世界。因此，

自然科學即為「有關一種合理的（rational）無限存在整體及系統地把握這樣的

整體的合理科學」8。 

 
    而一種異於物質的東西被分割出來，在此可以看見自然與心靈世界分裂的雛

型，但我們仍然看不出二元問題的癥結，似乎可以說問題還未突顯。因著在自然

科學觀點之下，即使有心靈的存在，但其並不具有獨立的地位，也就是心靈只是

依賴於物質因素而發生變化的東西，或者最多是一種派生的“平行的伴隨物＂

（secondary parallel accompaniment）9。也就是說，整體世界的運行即使具有一

種迥異於物質的精神性存在，但仍是受「機械論」（mechanism）10支配的規律世

界。 

 
    無寧說，自然科學的只是二元論的暖身而已，真正的問題是發生在笛卡爾身

上。胡塞爾也同樣以為伽利略封閉物體世界的自然理念在笛卡爾那出現的二元論

作了準備。11而中世紀哲學就有二元論：肉體和靈魂的二元論，靈魂作為可以離

開肉體的實體，由於兩者的素質的對立 

 
    於是，進入笛卡爾的理論，我們將要了解到與科學同樣地將物質與精神的區

別開來，但為何卻有所謂的分離的困境？關鍵在於，笛卡爾的心靈是具有與物質

同等的「實體」（substance）地位，它是精神性的實體而不是物質性的實體，具

有獨立可以與物體分離且不依從物質的機械運動的自主性。可以說，從人身上體

現出來的心靈，不受決定論所規定，吾人具有自由意志（free will）與自由選擇

的能力。因而，在笛卡爾的世界之中，一方面不受思想影響的物質世界為機械唯

物論的自然，物質遵守著規律因果性運動；另一方面獨立自由性的心靈世界，吾

                                                 
7 Crisis,P52. 
8 Crisis,p22. 
9 《Phenomenology and crisis of philosophy》,p79 
10認為自然界中一切事物都可以用決定論的因果關係加以解釋的觀點,最明顯的例子是牛頓力

學。機械論否定目的論解釋的需要,也否認活力論宣稱生物過程不完全是物理過程。由於機械論

屬於決定論,因此它與量子力學的正統解釋不相容。 
11 Crisis,§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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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具有理性能力和自由意志。那麼，一個世界卻依循兩套不同且對立的發展規

律，又是決定又是自由。而世界分裂的矛盾最具體的展現就是解釋「身心統一或

交互作用」的問題。也就是，心靈屬於一種非物質性的東西、不具任何質量、形

狀、空間位置，那麼又如何能因果關係上影響身體的運動？按照笛卡爾也接受的

自然科學的「動量（momentum）守恆定律」12，空間中的物質是按嚴格的物理

定律而行動的，不可能有一種類似“無＂的東西能推動物體的運動。在笛卡爾的

理論之中，心靈具有自由的能力能夠決定支配的身體的運動，但物體世界的法則

不可能具有非物質性的東西可以影響著物體世界，兩個世界的理論本身就相互矛

盾。 

 

2.《危機》中之二元論問題 

胡塞爾在《危機》中所關注的是心物二元論在認識論上走向不可知論

（agnosticism）13，即心靈與外在世界不可跨越的鴻溝的問題。他說：「二元論是

理性問題不可理解的原因，是科學專業化的前提，是自然主義心理學的基礎。」
14暫時簡單來說，胡塞爾點出了二元論造成的理性問題不可理解，即自然科學切

割了心物兩實在，在自然科學要求的前提之下，將心納入自然之中以自然的方式

與方法學視之，造成心靈自然化；而笛卡爾在胡塞爾的觀點下也是將心靈自然

化。15於是構成意義或知識的理性成為自然化的心靈，使得認識如何為可能無法

理解。胡塞爾討論路徑是回到近代哲學史的脈絡之中，以批判性思考追溯從伽利

略自然科學的發展影響至各學科及哲學史，承接到笛卡爾、洛克、柏克萊

（Berkeley）到休姆，揭示自然主義（naturalism）的謬誤，進而轉回至超越論的

態度（transcendental attitude）解決理論的困境。我們將從《危機》的脈絡中鋪陳

了解二元論問題所延伸的認識的難題。 

 

2.1 自然科學與二元論－世界意義的改變與世界分裂 

首先，二元論的問題為什麼要從自然科學談起？胡塞爾分析二元論源自於伽

利略自然科學首次構成的「純粹物質的世界」。他說：「伽利略在其從幾何學出發，

從感性上呈現的並且可以數學化的東西出發，對世界的考察中，抽去了在人格的

                                                 
12質量與速度的乘積,用符號 p 表示,單位為千克‧公尺/秒。動量為矢量。「力等於動量隨時間的

變化率」是牛頓第二定律的精確表述。物理學的一個基本原理是無外力作用的封閉系統動量守恆。 
13 否認認識世界的可能性或者否認徹底認識世界可能性的哲學理性。不可知論認為人的認識能

力不超出感覺經驗或現象的範圍、不能認識事物的本質及其規律。 
14 Crisis,p61. 
15見以下第一章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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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作為人格的主體；抽去了一切在任何意義上都是精神的東西，抽去了一切

在人的實踐中附到事物上的文化特性。經由此抽象產生出純粹物體的東西「…」

因著伽利略事實上自身封閉的物體世界的自然理念才出現。」16伽利略將質

（qualitative）別化約為量（quantitative）差，將不能量化的一切給予排除、忽略

和捨棄，只保留下可度量、可數理化的部份。世界的意義排除了意義、價值、規

範研究的人文領域，只是簡化片面地了解，形成一個完全沒有主觀意義、完全封

閉的自然體系。17 

 
於是世界意義的徹底轉變，整個宇宙自然成為一封閉的物質世界，且每一事

件被預先規定服從於因果法則，結合數學的公式化，將世界造就為一種數學的量

化系統。「自然在它的“真正的自在存在＂（being-in-itself）中是數學的。空

間時間的純數學以必真的自明性獲得這種“自在＂普遍有效的法則知識。」18唯

一真實的宇宙就必須經由數學的揭示才能成立；自然成為數學的自然，經由公式

才能解釋的自然。 

 
接著，胡塞爾：「如果科學地合理的自為是存在於自在的物體世界－在既定

的歷史脈絡下被視為理所當為－那麼自在世界一定在過去未知的意義之下成為

一種特殊的分裂世界，分裂成自在的自然與和它不同存在方式：心理方式存在的

東西。」19世界從此被分裂為物體與心靈的世界，但是如果整個自然體系為一物

質的世界，而心靈世界則被化約了，那為何有所謂的造成自然與心靈世界的分

裂，不就只有一個世界嗎？自然作為物質世界為一「客觀」（Objective）世界，

即以一種具體的現實性來接受；而感官知覺並不是一種客觀存在，它只是受到物

質運動刺激所產生的結果，因此是「主觀的」（subjective）。如此，伽利略畫分「初

性」（primary qualities）與「次性」（secondary qualities），20在認識有效性上初性

世界是客觀唯一實在；次性世界屬感覺經驗領域，相對主觀特質且變化萬千。客

觀可量化的初性與主觀性質的次性明顯地被區隔開來，轉換至存有角度也即是物

                                                 
16 Crisis, P60. 
17科學者的基本工作便是要將「主觀性質」還原為「量化」性質，因著他們將主觀性質視為是經

由物質原子運動而引起的結果，真正的原因是物質運動。事物被分為感性性質或充實（plena）

與型態（shape），「充實」於間接數學化的分析中，談到感性性質不像形態可以直接進行數學化

工作，因此就透過型態與感性性質之間因果緊密聯繫來進行對充實的間接數學化，也就是藉由它

們之間的某種規則聯結而將感性性質化約為時空型態。某個意義來說，為了要能精確的操作感性

性質而將因與它具有規則關係的型態化約為型態。參考 Crisis, §9. 
18 Crisis, P54.  
19 Crisis, P61.. 
20近代物理科學家為了進行一種量的還原或數學化的工作，於是將外界事物的性質區分為初性與

次性兩類。「初性次性兩橛觀」可溯至近代物理科學的萌芽時期。參考傅偉勳 著 《西洋哲學史》，

台北：三民書局，1996，頁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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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與心靈的區別，其關係為物質的原子運動刺激感官而產生感覺經驗，心靈受制

於或依賴於物質。因此，雖說自然科學分裂為物質與心靈兩世界，但心靈並非與

物質具有同等獨立水平的地位，它只是由物質運動引起，或者甚至是不存在。科

學世界仍然是一唯物的世界。 

 
    自然科學在學科間的影響－世界的分裂形式加上了科學自然觀理念的指導

之下，使得在自然與人文領域之特殊科學都採以分裂的各種學科方式「專門化」

（specialization）為專門的科學。在集中於物體東西的科學有「生物物理」

（biophysical）的科學，一種研究生物物理特性的學門；在心靈方面，排除掉動

物身體，首先是人的身體後所剩下來的東西，也受到物理學自然觀和自然科學方

法影響，心靈被理解為自然物。它們一開始都是經由描述，最後都要上升至物理

學及生理物理學理論上的說明。這也包括到哲學的領域上，胡塞爾也將近代哲學

視為一種「特殊（particular）科學」，而首次將“哲學科學化＂的是笛卡爾，他

企圖將數學方法應用在哲學的研究上，建立如數學般普遍、客觀的嚴格哲學

（strengheit；strict），即模仿幾何學（geometry）方法要從一不可懷疑的立基點

演繹出整體體系。 

 

2.2 科學對笛卡爾的影響 

2.21 自然科學提供笛卡爾的思想導引與前提 

    近代自然科學觀影響是極為深遠，其突破中世紀思想枷鎖而展開，後世的各

領域與哲學思潮無不遵循其指導與模仿之。近代哲學之父笛卡爾更是受科學觀傳

承而使近代歐洲哲學形成有別於古希臘哲學和中世耶教哲學（Christian 

philosophy）獨特思維方向。胡塞爾以批判性理解來看自然科學對於笛氏的影響。 

 
   胡塞爾：「近代哲學從實體二元論（dualism of substances）及幾何學規則

方法的類似開始規定了自己，或者也可以說，物理學方法的理想。」21近代哲學

由笛卡爾開展，在他的哲學建構中胡塞爾認為雖提出「方法的懷疑」（methodical 

doubt）而要求不可懷疑的基石出發，但仍先接受了不言自明的前提，即伽利略

自然科學影響下的「數學方法的模仿」及「實體二元論」。22 

 
    關於幾何學數學式類比應用在哲學上，笛氏提出「普遍數學」（mathesis 

                                                 
21 Crisis, p214. 
22 Crisis,§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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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alis）的理念，要求哲學體系要從絕對穩固、不可懷疑的、必真的基礎之

上出發再以數學演繹的方法建築而成。於是，自然產生「徹底懷疑」的要求，接

著所找到的「我思」（cogito）就作為一切認識的最後基礎。「笛卡爾開始了一種

全新的哲學研究，這樣的哲學研究要求在主觀中找其最後的根據。」23這就是胡

塞爾認為笛氏是超越論動機（transcendental motif）的創始者。而這樣的企圖另

一方面也開創了近代理性主義（rationalism） 的走向，相信能按照幾何學的方法

來創立一種系統的哲學，此一傳承由斯賓諾莎（Spinoza）、萊布尼茲（Liebniz），

直到克里斯蒂安．沃爾夫（Christina Wolff）。 

 
另外一層面－關於實體二元論。我們知道通常二元論指的是由笛卡爾所建築

的心物二元論形上學體系，他的心靈與機械式自然世界同等地位，而因此具有自

主自由的性質上，區別於物質的獨立世界。二元論即是心與物兩獨立異質的事

物，不過胡塞爾的眼光之下的二元論並不是真正兩異質的心與物，胡塞爾：「笛

卡爾的二元論要求將心與物並列起來，要求貫徹隱含於這種對列之中的心理存在

的自然化，因此也要求將所需要的心理學方法論與自然科學的方法論並列起來。」
24一種將世界視為心理－物理的兩實在事實的構成，而受到因果法則調節的雙層

次的世界；因此，心靈被看作一種實在的東西，受到類似於自然科學方法的處理。 

 

2.22 問題的產生－自然性的自我 

    胡塞爾將問題重點聚焦於「心靈自然化」上，我們將會一步步展現其延伸的

問題。而接著我們得先了解在胡塞爾看來笛卡爾是如何將自我揭示為心理學意

義。 

     
胡塞爾認為笛卡爾雖提出徹底主義的獨創思想，但事實上他並沒有徹底的貫

徹，也就是他沒有全然地將先入之見、這個世界加以懸擱。胡塞爾：「笛卡爾不

是事先就受到伽利略普遍和絕對純粹物體世界確信的支配嗎，以及感性上可經驗

的東西和純思想事物的數學東西的區別嗎？他不是已經視之為理所當然，即感性

指向自在存在的領域，但它可能是欺騙我們的，且必定有以數學合理性來認識的

自在的解決途徑？」25胡塞爾揭示了笛卡爾不自覺的成見導引他的理論建構，意

味著笛氏在思想上具有未經考察的想法，這些前引導的思想將影響著下一步關於

自我的發現上。 

                                                 
23 Crisis,§16. 
24 Crisis, P221. 
25 Crisis, P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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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塞爾像進入了笛卡爾潛在的思想之中，連哲學家也未意識到自我思想中不

自覺的部份。胡塞爾指出笛氏的不自覺在於他企圖給予外在物質世界進行論證，

即「笛卡爾對客觀主義的急迫關注是誤解自己的原因」26。接著，「他（笛卡爾）

事實上沒有將他所有先天（prior）的意先、沒有全面地將這個世界懸擱（或“放

入括號＂（bracket））；他被他的目標纏迷，而並未確切地抽出他進行懸擱的自

我中所獲得的最重要的東西。」27以及「笛卡爾儘管有他要求的無前提的徹底主

義，但事先就具有一個目標，為了達到這個目標，朝向這個“自我＂突破就應成

為達到目標的手段。」28我們可以了解胡塞爾如何看待笛卡爾關於懸擱方法的運

用以及對於自我的看法，即笛氏並未真正徹底執行徹底的懷疑，他仍受到論證外

在物理世界的目標吸引，即預先設定了這樣的目標。「為了達到這個目標，向這

個“自我＂突破就應該成為達到目標的手段。」29因而實行不完全懸擱的自我就

只是排除掉身體的心靈、或精神、或理智（mens sive animus sive intellectus），自

我成為達成此目標的手段，它就不是懸擱中發生下絕對必真的意義。而胡塞爾特

別就針對笛氏所宣稱經由徹底懷疑懸擱所發現的「自我」進行批判。主要在於是

為什麼笛氏會找到的是一個與身體分離的「思維我」（intellectus）？在他的看法

中笛氏在大前提上就已先接受了外在宇宙機械論系統，也以科學家身份推進量化

科學宇宙觀；而另一方面又要求以主體出發來論證或證明自然科學的世界觀，於

是笛氏錯誤解釋他發現的「思維我」。也就是說，自我成為為了達到建立伽利略

式的世界之目標的手段，作為理性思維的我則能證明一自然幾何化的形上世界；

再說，我們是通過理智的能力而不是想像也非感官來領會物體的。 

                                                 
於是，胡塞爾又進一步指出「心靈是事先抽去純粹物體後的剩餘物，根據這

種抽象，至少從表面上看，它是這種物體的補充物。但是（我們不可忽略），這

種抽象並不是在懸擱中發生的，而是自然科學家或心理學家在預先給定的，不言

而喻地在存在著的世界的自然基礎上進行觀察的方式中發生的。」30即笛氏之自

我並不是透過懸擱而具有絕對必真的規定，而是抽去純粹物體剩餘的東西，在此

胡塞爾以為笛氏將自我與純粹心靈看作是同一的，自我在這此被偷換了。因此，

笛卡爾對於自我的發展只是一種自然物留有自然化的尾巴，而並不是通過懸擱顯

示出來的。這是一種自然性的自我，是在自然世界中存在，思維主體為自然世界

的一部份，將墮入內在心靈的自然化。 

 
                                                 
26 Crisis,§19. 
27 Crisis,P79. 
28 Ibid. 
29 Ibid. 
30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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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對於笛卡爾，這些《沈思》（Meditations）產生結果是在以自己心理

自我（psychic ego）代替絕對自我（absolute ego），以心理學的內在性代替自

我學的內在性，以心理上的“內在＂或“自身知覺＂的自明代替自我學的自身知

覺「…」。」31自我學成為了心理學的問題，成為了自我內在的自我觀察。 

 
    因此，把思維我當作靈魂（soul），當作是封閉於肉體中的內在心靈，於是

有內相對地就有外，便發展出內在心靈（inner mind）和外在世界（outer world）

的心物二元觀。那麼封閉的內在心靈如何認識外在世界？我們知道笛氏是藉由上

帝的存在來背書來認可外在世界，上帝的存在是認識外部世界與客體存在的橋

梁，上帝是外部世界的保證，是永恆真理的源泉和認識真理的保證。32在此笛卡

有其解決之道，不過接下來所受他影響下的哲學發展就延伸出問題。當將世界分

為外在的物質世界與內在的心靈世界的兩大領域後，而這樣的內在心靈如何來認

識這外部世界？接下來傳承笛卡爾自然化心靈的洛克，以心理學（psychology）

來回應認識論的問題，將心中觀念或表象（Vorstellung；representation）對應著

世界中的事物，也就是從經驗性質推出外部事物的樣子。但其實只能知道是我們

自己的觀念（idea）和經驗，無法知道它們是否與真實的世界相符合，最後導致

無法認識世界的結論。胡塞爾更以對這樣內在心靈的批判中，指出最後指向一種

背謬的結果。因此，他視經驗主義一派為科學的客觀主義心理學發展，展示了認

識上嚴重問題，這一條路線將是最重要的。由洛克、柏克萊到休謨一路發展。 

 

2.3 洛克之心靈自然化與認識論的問題 

2.31 心靈自然化 

自然科學分離出物質與心靈兩領域之後，物質科學研究屬於物理學、生物物

理學；心靈的科學研究首次是在經驗主義發展中得到最初具體實現，33洛克之經

驗主義成為一門「心理學」，「這種新心理學是關於已經與身體分離的心靈領域的

內在（introspective）心理學研究，以及生理學和心理物理學的解釋。」34這

樣的心理學企圖解決認識論的問題，因而胡塞爾稱之為「自然主義的認識論心理

學（naturalistic - epistemological psychology）」。也就是，洛克帶有認識論的目的

與興趣而通過內在經驗系統地研究心靈，對胡塞爾來說他是以內在經驗心理學來

                                                 
31 Crisis,P81. 
32 先不論這樣的論證之成敗與否。 
33 因此，經驗主義所探討的心靈是與身體分離的心靈，將物質全然抽出，而留下的餘物再對它

進行經驗觀察，洛克即是開啟經驗主義的第一人。 
34 Crisis,P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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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了超驗哲學（transcendental philosophy）的心理主義，即對認識超驗有效性

的解釋成為了對內在經驗中顯現的體驗、行為、能力的研究來進行。胡塞爾：「洛

克對於笛卡爾的懸擱以及向自我還原的深刻意義毫無察覺。他簡單地將自我當作

心靈接收，這心靈就是自己體驗自明性認識自己內在的狀態、活動和能力。」35

如此經驗主義首先由洛克展開，他一方面承接了二元論假定了心物實體；另一方

面接受了笛卡爾哲學中自然主義的傾向，即以心靈的方式來理解笛氏的自我，笛

氏的超驗純粹理智成為了在世界中的人的心靈，也就是以內在的狀況、行動來了

解自我的能力，如此在處理知識的問題便是心理學上發生過程的分析。在笛卡爾

那超驗的提問到了洛克那成為了心理學的問題，也就是「人的心靈如何認識外在

存在的世界」。 

 
在洛克看來，一切知識和觀念都起源於經驗。他將經驗分為兩類：一類是對

外在對象的「感覺」（sensation）即「外部經驗」；另一類是對內在心靈的「反省」

（reflection），稱為「內部經驗」。而在特別對外在世界感覺所產生的「感覺材料」

（sense data）－例如：紅、黃、甜、酸、軟、硬等觀念－的解釋上，他認為是外

在客觀事物作用在人們感官而產生，36如此心靈只是被動接受外在訊息的心靈，

因而是一塊沒有任何功能的白板（tablula rasa）或空室（empty cibinet）37。 

 
在胡塞爾眼中將心靈視作為白板，即是一種自然化的心靈。他說：「心靈像

物體（body）一樣是自足的（self-contained）和實在的（real）東西；心靈以

素樸自然主義被視為好像是一隔絕的空間（isolated space），照他著名的比喻，

就像一塊書寫板，心靈材料在上面來來去去。」38白板式的心靈作為與身體分離

的空間，並沒有任何功能地被動接受外在訊息。雖然洛克不會認為心靈與物體一

樣是具有廣延（extensio）的東西，但在胡塞爾看來它與物體相同的是共同具有

實在（reality）的意義，主要是將世界視為心與物兩實在的組成，且受因果法則

調節的雙層次的世界，如此，心靈也成為自然的一部份屬於內自然（inner 

natural），這即是一種自然化的方式。 

 

                                                 
35 Crisis,p85. 
36 感覺是由肉體機能（外界感官及大腦）所直接參與而產生。感覺可分為由外在與內在的來源：

前者由接觸到外在感官（眼、耳等等）的刺激而生，不同器官由不斷衝向身體的刺激，透過感官

神經導向大腦各部份，形成感官心像或各種感覺（光、聲、壓力、溫度、味、嗅、痛等感覺）；

後者則於外在感官接受或不接受刺激的情況之下由心理原因或中樞器官（大腦）所引起。參考 布

魯格編著 項退結編譯 《西洋哲學辭典》，華香出版社，1998，頁 330。 
37 不過，通常哲學思想史在介紹洛克的白板，重點在強調知識或觀念的來源是後天的經驗而非

「先天或本有觀念」（innate idea）。 
38 Crisis,P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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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洛克之不可知論 

    洛克對知識的討論，產生了一種新的「不可知論」。而為何他的理論產生這

樣的結果；為何心理學在解決知識論問題時延伸出此背謬？首先回到他的心理發

生的流程中來看－知識及觀念的來自於感覺和反省，通過感覺產生的感覺材料或

再經由反省作用得到基本的觀念，作為在心理發生中最初「單純觀念」（simple 

ideas）的始源，而洛克又有將單純觀念分類為四項39；接著之後有「複合觀念」

（complex ideas）的產生，這是我們心靈中觀念的形成過程。知識成為心理發生

過程的構造，而我們只能直接認識到這樣的心靈觀念內容，而不是直接認識到外

在世界，外在世界的認識是受到我們對於心靈內容的認識而間接地再推論出對它

的樣子。我們並不能說真正地認識到它。 

 
但問題在於當洛克先已預設了一外在世界存在，不會受我們想法影響的世

界，那麼我們所能知道的是自己的觀念和經驗，但卻無法知道它們是否與真實世

界的相符合，我們無法確定與認識自然物理世界，「自在」（in-itself）世界根本

不是我們可及的知識領域。由於，洛克的心理學的考察（科學心理學分析）應用

在知識論上，因著心理的能力範圍之限制，雖可以推論到超越的東西，但並不是

達到自在物本身。 

     

2.33 小結 

從存有層次來看，感覺是由身體機能（外界感官及大腦）直接參與的產物；

以認識的角度而言，感官知識把握的只是「表象」，而無法把握到事物的本質。

此即洛克的「知覺表象理論」（representative theory of perception），有一外在世界、

對象獨立、離開我們而存在，而外在對象由於物理刺激我們的感官而引發了我們

關於它們的觀念，這些對象的觀念表現、複製、符合於對象；或者，心中關於對

象觀念作為外在世界的圖畫。胡塞爾指出從笛卡爾以來將認知主體視為心靈實

體，心靈實體中出現的是內在知覺（inner perception），存在的是我們心靈中關於

外在世界的表象，更進一步說，人們對世界的瞭解，就只是人類主觀對外在世界

的觀念，而真正的外在世界就失去了。我們可以看見在洛克哲學中的「二元論」

傾向，心靈無法與外在世界的溝通問題，在於如何從經驗的心靈或人及動物的心

靈認識到外面存在的世界？ 

 

                                                 
39分為四項：（1）只由一種感覺所構成者；（2）兩種感覺所組合成者；（3）只由反省所產生者；

（4）經由感覺和反省所形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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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休姆動搖客觀主義 

    胡塞爾：「洛克的素樸性和前後矛盾，導致他的經驗主義快速地改進，而向

一種自相矛盾的觀念推進，最後以徹底的荒謬結束。」40洛克的不可知論41至柏

克萊發展到登峰造極，即發展出十分荒謬感官主義（sensationalism），也就是主

觀觀念論－一切外在世界消解為個別認知主體的感官材料；在自然體驗中顯現出

來的物體事物，都還原為許多感覺材料的集合。之後的休姆在此方向走向終點，

而動搖所有客觀性的範疇，無論是科學的客觀世界還是前科學的客觀世界之的客

觀性範疇。 

 
    胡塞爾認為產生了一種自相矛盾的情況，因著休姆當時在新科萌芽發展的時

代，自然科學代表著人類理性高度的發揮，代表著人類文明進展的成就，但哲學

卻發展成高度主觀主義。自然科學是進行對外在世界的探索；而哲學上卻是宣稱

為對外在世界的不可知論，那麼，自然科學對外在世界的研究是客觀真理還是人

的主觀產物？他說：「這是多麼自相矛盾的情況!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損壞快速成長

的及本身成就無懈可擊的精密科學的力量，及關於精密科學真理的信念。但只要

考量到它們是進行認識主體所產生的成就，它們的自明性和清晰性就成為不可理

解的背理。」42換句話說，即是客觀主義與主觀主義之間的斷裂。 

 

2.5 總結：《危機》中之二元論問題 

    從歷史展開來看，伽利略的自然科學造成歷史上首次的純粹物質的世界意義

以及心靈與物質存在的分離；胡塞爾揭櫫笛卡爾其實接受了自然科學前提而建築

起心物二元論體系，心與物的分割也就成為內在世界與外在世界分離的基礎，且

同時身體與心靈也分裂了，身體成為與物質相同的東西，而與身體分離的自我或

心靈落入自然世界的一部份；笛氏的錯誤在洛克哲學中嚴重擴大，笛氏的思維主

體作為一自我封閉的靈魂經由洛克繼承為一塊沒有功能的白板，心靈成為被動受

刺激的自然化心靈。洛克之心理學解釋的認識論，人們所謂的世界是經由外在世

界刺激心靈，而內心世界反應出外在世界的圖像，那麼我們感覺或觀念是否可符

合真正的外在世界？從笛卡爾確立了心物二元論之後，就建立起心靈與外在世界

不可跨越的鴻溝，只是在他那是透由上帝來認可外在世界，不過對於洛克就產生

了認識上的背謬，即雖預設了外在世界的存在，但我們只能認識到關於我們自己

                                                 
40 Crisis,P86. 
41假定了外在世界的存在，但由於內在體驗考察的結果只能在有限的範圍被認識，如此無法獲得

真正關於外在世界的知識。 
42 Crisis,P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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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靈中的表象而已。客觀主義心理學發展至休姆更徹底摧毀一切的客觀性，即對

人類是否能認識外在世界的真實面貌產生懷疑，進而提出一種對外在世界的不可

知論－外在世界對認知主體而言成為一團謎。 

     
    以理論觀點視之，首先心與物作為不同質的切割，心靈就區別了具有物體性

的身體，異質的身與心在解釋上是無法彼此互動的。不過這樣的心靈真的與物質

迥異嗎？胡塞爾以為從笛卡爾以來到經驗主義的傳承，心靈都被視為自然的方式

研究，心靈如同物體般受到因果律規定而以外在刺激而激起被動反應來說明它，

特別是洛克的「白板」一說。43而這樣的心理學以自然科學典範為前提作為科學

心理學，心理學從來未成為一門獨立的學門。接著，從經驗主義企圖解決知識論

問題看來「自然主義之認識論心理學」最後發展極致的結果是不可知論告終，我

們無法認識任何客觀性的世界，包括科學的理論化的客觀世界以及前科學的直觀

世界。因此，問題在於將心靈定位為與身體分離，且作為類比為實在的東西，如

此自然化的心靈造成認識世界不可能性之問題。 

 

3.解決問題之策略與論述結構 

    我們由以上分析了解到問題產生於與身體無關且物化的「心靈」延伸出認識

之不可知論難題。44順此思路的安排，似乎只要解決了心靈問題，首先是身體與

心靈的連結，接著是自然化的心靈，那麼就可以化解主客上的對立，這樣的走入

如果以粗略的方式來講像是先確立好形上學（metaphysical）或存有論（ontology）
45的定位後，再解決知識層次（epistemology）上的問題。46不過，這樣的進入放

入現象學的脈絡中將會產生難以理解性，在於如身心問題解決納在被構成

（Konstitution；constitution）的層次中，而被構成的階段又如何能說明知識上的

情形，因著現象學的思考是將兩者的關係倒置，現象學哲學最後關心的是要回答

                                                 
43 我們在此得再加以澄清幾個問題－第一，自然化的心靈屬於自然世界的一部份，那麼如何來

理解心靈與物質之間的無法溝通？如果心靈完全與物質不同質，那麼心靈就與物質難以真正發生

互動，而胡塞爾認為從笛卡爾以來到洛克的傳承，心靈被納入自然世界之後就與物質以刺激與反

應的關係溝通著。那麼，心與物的互動關係不是就解決了嗎？自然化的心靈在解釋上的確可與自

然世界互動，但是此模式仍造成了如同我們以上鋪陳的不可知論問題。第二，身心分離在於身體

納為自然的一部分而心靈因其屬性不同而被區隔開來，但心靈又是被自然化，心靈是異於物質還

是屬於物質的一部份？真正的二元論之身心區別下的心靈是異於物質的，不過胡塞爾認為從笛卡

爾以來心靈就滲入了自然的部份，並不是真正的二元論。 
44 如同以上提及的經驗主義心理學將身體排除在外，以自然化的心靈來解釋知識的發生，最後

產生認識上主客二分的結果。 
45 對存在本身的本質特徵研究，本體論的問題「什麼是存有本身？」 
46 傳統哲學的知識論會預設其形上學的基礎，對於本體論前提的認識理解不同，便形成各種不

同認識論理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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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有與世界的存有如何構成的問題，以主體為優先地位來回應存有或存在意義問

題。簡單來說以認識論走向存有論方式，從認識的研究中揭示存有。因此，我們

將直接面對的是認識上的問題，而接下去才再對身心關係與心靈自然化作討論。

而為何以胡塞爾現象學來看二元論問題之解決的可能性？現象學對待真理的態

度並非一味的就接受傳統的權威，而採用懸擱、排除前見的方法，最終「回到事

物自身」（za den sachen selbst；To the things themselves）的真理態度，因此筆者

從胡塞爾之理論中希圖找尋一種真見的可能。 

 
於是，我們先將討論的是「心物二元論」的解決，也可以是意識與存在、外

在世界與內在世界、理性與世界之間關係的討論。有了知識論基礎的奠定才能再

針對「身心二元論」、「心靈自然化」來談。另外，本研究也試圖針對這些各別的

問題再延伸出作者有興趣且認為有意義之討論。 

 
接下來是對於各章節的介紹： 

 
導言 

第一章 《危機》中「二元論」的問題 

說明在《危機》中胡塞爾所點出的由哲學史的理路發展來看二元論所產生的問題。 

第二章 「意識理論」對心物二元論之克服 

如果自然與心靈為兩種異質的實在關係如何交互作用？解決認識論上不可知

論、認識可能性的問題。 

第三章 心靈與身體：身心二元問題的解決 

由現象學的角度來解決由笛卡爾所遺留下來身與心無法解釋的互動難題，身體與

心靈如何聯繫。並且介紹哲學史上關於身心問題解決的理論，而特別是當代唯物

論之看法。同時，也將反省各種提出對身心二元論克服的方案，了解現象學思考

的特色。 

第四章 關於心靈自然化的問題 

理解與批判心靈視為自然物的看待、科學心理學及當代心靈哲學，而試圖理解胡

塞爾如何成就一門徹底擺脫心理物理科學影響之下的獨立心理學－現象學心理

學。 

結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