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牆外鳥啼聲已碎，盡在搖頭不語中： 
人論的迴響與反思 

 
林耀盛 

 
「事實上，歷史並不屬於我們，而是我們屬於歷史。長久以來我

們由自我省察的方式瞭解自己，我們在生活的家庭、社會與國家間，

以一種自我明顯的方式瞭解自己…。這種個人的自我覺察只是歷史生

活的封閉迴路裡的一種晃影罷了。」               

—Gadamer（1975） 

「任何人都可以發誓聲言：我只說一種語言，但是這語言不是我

的；我自己的語言，對我而言，是無法被我內化的。我的語言，我唯

一能聽到自己說，也是自己同意說的語言，其實是別人的語言。」    

—德希達（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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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曰：「敢問心齋？」 

仲尼曰：「若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

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

心齋也。」                                             

—莊子 

 
「人的意義」專題推出後，共有來自人類學、心理學、哲學、資訊科學等

不同層面的五篇回應文。其中，黃應貴教授一文，忠實地評估本專題的貢獻與

侷限。黃應貴教授並精確地點出人觀底蘊尚待解決的「後設基礎」與「生活實

踐」議題。人觀的後設疑旨指涉著歷史文化脈絡與人觀意義生成的相互性關

係，同時糾結著人觀概念的普同性與在地（次）文化的互為涵攝性，這般問題

的現身實然涉及分梳「個體」、「自我」與「社會人」間內涵差異的重要性，如

此的提問在黃光國教授一文有更清楚的勾勒與應答。兩位黃教授置身不同學

科，但相近地啟思我們，文化與人觀之間當是猶如雙向道的動態旅程，而不是

單行道般分立的靜態對體。至於人觀的實際生活應用層面，黃應貴教授直指「人

觀是否應該成為一個基本的分類概念」的課題，是故，人觀的「理論概念」與

「社會實踐」間如何取得反思性的平衡，形成未來研究進程需進一步處理的方

案。 

此外，黃光國教授在長期關懷勤耕本土心理學發展的使命下，也不忘指出

「理性本身」終究是實體的一小部分，唯有把人類的非理性層面考慮進來，才

能看出「整全的人」。事實上，考察「理性」與「非理性」概念的對張/綰合的

知識系譜，可以發現二元對立人觀的概念化，不只是人類心理實體的構念論，

亦是一個歷史文化的議題。另外，朱建民教授則精要鋪述人的意義在於：唯獨

人能自覺其存在、及其存在的界限；唯獨人類能要求其存在的意義、開創其存

在之意義，這樣的觀點基本上已然觸碰人類存有與生活世界的關係。 

至於，王元凱教授一文並未直接回應人的意義，但深度探討瞭解資訊網路

與科技如何形塑、改寫、重編人性認同及其轉化歷程，已是我們社會人文科學

研究者責無旁貸的反思議題。誠然，網路空間與虛擬時間所交織的新世界對人

類生活的衝擊，造成心理學原理不再是解釋人類心智與行為的鐵律，心理學原

理需轉向異質多樣的版本，方能符應人觀的動態性。當然，這樣科技發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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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關懷，我們在海德格那裡早已動見觀瞻。 

李維倫教授從人類的置身處境出發，雖然主要針對宋文里教授的論文作回

應，不過，其意圖是嘗試回答「研究文化者，所為何事？」。綜合來看，五篇

回應文的生產是因為一輯專題而來，似一篇主論文的「後正文」，像是附錄或

註腳。但仔細一想，如此回應文所展現的深度與廣度，儼然又似另一輯「人的

意義」專題的正文，而與原專題的原文，形成「互為文本性」的關係。從而，

「逾越」學科的藩籬，文本交織下人的意義探詢的聲音，譜奏「愉悅」的交響

曲中，跫音不止，迴盪歷史。看來，人觀意義摸索前進的路途上，沒有終南捷

徑，依然聳立一座巴別塔，直豎在眼前。 

總地來說，五篇回應文大體上可以分成三個層面再討論：（1）黃應貴、黃

光國及朱建民三位教授的回應文，直接觸及人觀意義的（後設）基礎，並點出

社會元素如何形塑心靈的反思議題。（2）黃應貴、黃光國教授所提出的人觀概

念與位格意義的問題，挑戰了人為分類的邏輯。（3）王元凱與李維倫兩位教授

間接地從資訊科技與存在處境，構連自我與世界的關係。以下，筆者將嘗試從

這三個層面對人論議題再反思。首先，在歷史文化形塑下，以不同學科試圖探

討人觀及其意義，無論研究社群是將人觀界定為「個體」、「社會人」或「自我」，

近來，藉由社會建構論取向析解人觀，可說是一種另翼路徑，但這般思維仍然

面對尚待克服的難題。其次，黃應貴教授提出「人觀是否應該成為一個基本的

分類概念」的重要課題，這非筆者專長所能處理，但筆者將以精神疾病的分類

為例，再度說明在二元對立的前提下，分類理路對於瞭解人的意義之限制，呼

應分類概念的重要性，必須是建立在實際生活的基礎上。最後，從晚進後現代

網路與科技文化騷動了人類與生活世界的中介關係來看，顯示時空流動越界所

給出的新處境，促使我們歸返人類的在世存有，或許正隱約導航人的意義的可

能出路。不過，誠如黃光國教授所指出的，任何人在撰寫一篇論文時，必然都

是從某種特定的「視域」切入，以下筆者的發言位置，因而是界定在筆者所關

注的臨床心理學基底上。 

 
人觀的「社會建構」與限制 
 

在法語裡關於知識的詞彙有兩類，一類是 onnaitre，意味著一種掌控型的

科技與科學知識（technical/scientific knowledge）。一類是 savior，指涉著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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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型的技巧與智慧（practical skill and wisdom）（引自 Bacon，2000）。人觀

及其意義的探索，是否存在著一套範型知識等待被驗證或被發現，涉及的是知

識蘊生脈絡的爭議。從心理學近年來在典範意義下所引發的學科屬性的討論，

我們面臨的處境依舊是學科發展後設基礎的老問題。 

心理學的終極發展狀態，是否得以直指逼近人觀意義及其出路的核心？筆

者將透過孔恩（T. Kuhn）遺產略加說明。孔恩生前發行三版（1962/1970/1996）

的《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儘管考察的科學史對象是針對自然科學，但《科

學革命的結構》對社會科學的影響效應恐非他本人所可預料。Fuller（2000）

認為《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的總體效應，在於協助敉平學科階層，推翻不適

當的方法論標準，進而造就學術圈多元主義的氣候，這股後《科學革命的結構》

效應至今仍持續發酵著。 

不過，Fuller（2000）倒是中肯地點出，孔恩《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的

科學演化觀點，認為科學「從某些事物中進步，但不朝向任何事理」（Science 

progresses from something but not toward anything），亦即科學演化並沒有特定

的目標或利益，由此，孔恩的演化論觀點是一種「終極的模糊」（ultimate 

vagueness）。Fuller 認為正是這種演進的模糊特性，拯救了社會科學。因為如

果科學演進有特定的價值取向，科學目的（the ends of science）就會凌駕人文

目的（the ends of humanity）之上。所以，除非知識演化保持策略意義上的模

糊性，否則科學實在論就有可能讓渡成為帝國主義或工具主義的一類物種。因

此，如果說《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對社會科學界有所啟迪的話，或許就在於

孔恩的觀點維持了知識演化的模糊性，使得擔憂知識成為霸權體系一環的恐懼

不致於發生。Fuller（2000）的觀點顯出科學是一種修辭，他所提出的社會知

識論的投注立場在於發現學術圈失落的空間，開顯公共領域，促進民主科學的

生成。所以，與其爭論社會科學是否存在典範意義，不如冷靜思考如何營造公

共論壇，還原知識多元演進的匿棲處境，以造就民主科學的發展。 

在多元主義的學科發展下，社會建構論在近年來備受另類的學術社群所矚

目。然而，Hacking（2000）指出，建構論者，即使是棲身於不同的學術與智

識圈（如 constructivists，constructionists，constructionalists），其共通挑戰的議

題是「事物並非其所顯現的樣子」（Things are not what they seem）。一般認為

建構論觀點的明確提出是從康德（I. Kant）開始，但這其實是柏拉圖關於「表

象」與「真實」討論時所遺留下來的老問題。是故，（社會）建構論與其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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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現代論述的產物，毋寧認為是古老議題的再發現。 

在這般對「建構」界定下，Hacking（2000）認為，關於精神疾病的概念，

與其認為是「生物的」與「建構的」兩者間的僵硬選項，不如認為是強調重點

的差異（a choice of emphasis rather than rigidity）。對照於「自然式的類籌」

（natural kind）概念，將許多分類視為理所當然、客觀中立，他提出「互動式

的類籌」（interactive kind）概念，認為有意識的人類與施為者會與其所察覺的

類籌互動（人類也會對將其分類的他者與系統產生互動），意即在分類體系裡，

人類是主動的察覺者。由之反思，自然科學強調預測與解釋，所挪用的知識分

類是自然式的類籌，社會科學強調意義與理解，所運用的知識分類是互動式的

類籌。然而，許多精神疾病分類的產造，卻逕行採用自然式的類疇概念，對於

這些類籌如何被分類毫無所悉，也認為類籌間不會產生互動作用。這般觀點容

易被讀解為只是二元對論的複製腔調，故 Hacking 也不忘提醒，若一味昂揚社

會建構論，認為實在是被建構出來的，忽略了社會實在本身的議題，有時也會

錯過知識的真相。鑑於無論是自然生物論，或社會建構論都是一種單行道式的

思考，Hacking（2000）以生物的循環圈（biolooping）概念，說明知識類籌的

產造是一種動力學的議題，必須從互動的、主動的、多元的觀點思考類籌，而

不是透過語意學的解決即可終竟全功。所以，不同的研究典範陣營之間，與其

迫使對方改宗、試圖包抄異己典範，毋寧訴求產造一個可以含納差異的本體論

與目的論的「容受典範」（paradigm of tolerance） 空間，在此容受狀態下，重

要的是拓展觀看世界的方法，如此方可激盪更多元豐富的知識與理論（Masse， 

2000）。 

Schmidt（2001）認為當今持具知識的社會建構論，將知識論「社會化」

（socializing epistemology）的首要步驟就是「自然化」（naturalize）它，亦即

以實徵的態度對待知識論，這般論點目前已然取得正當性。因為社會建構論認

定知識是一種認知產物，根源於殊異的傳統，有其特定的歷史，同時接受知識

會透過象徵的或具象的形式，以彰顯知識自身及其置身社會脈絡對知識塑構的

歷史效應，所以，知識其實都是一種在地的與本土的知識，這已是一種主流觀

點。不過，他提醒社會建構論當下遭遇三重限制，「社會的過度決定論」、「社

會學式的勝利論」（sociological triumphalism）、「根基不穩的相對論」，因此，

過於拉抬社會建構論而忽視真實世界的物件關連性，反而掉入一種虛無主義的

陷阱。由此反思，研究過程所預含的價值中立的抉擇，其實就是認同真理常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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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種負片鏡像，但是，任何科學哲學的選擇，終究是一種政治上的選擇。 

經由以上的簡單說明，可知將心理學視為一種未來式時態的發展，而非以

實證主義定於一尊，或許，更可接近趨向心理學以探究人類心智與行為的志業。 

 
人觀分類的後設理路 
 

Bhaskar（1989）分梳化兩類知識，一類知識認為事理的存在獨立於人類

意志與行動，他稱為「不及物知識」（intransitive knowledge）；另一類知識認

為知識是一種社會建構約制的結果，他稱為「及物知識」（ transitive 

knowledge），知識的類型意義不在於排他性，而在於形上學的選擇。由此，將

關於人觀的知識放回人類的日常生活，並瞭解知識理論與具象實踐間的相互循

環關係，是探究人觀及其意義的另一議題。 

Augé（1995）將疾病視為一種事件的「基本形式」（elemental forms of 

event），述說著當個人感受到疾病的威脅而必須伴隨疾病成長，個人就不只面

臨疾病的苦痛，也可能會因為疾病而與人群逐漸脫離，甚至從整個社會生活撤

退。因此，疾病可說不只是生物秩序的脫序狀態，同時，也是社會秩序的重構

階段。以下，筆者將以精神疾病分類為例，說明人觀是否成為一種基本的分類

概念，似乎仍待更盡心如實地耙梳、瞭解一組概念語彙生成背後所糾集的歷史

社會與實徵經驗元素，方能對此問題有更清晰的回應。 

Poland，Eckardt 與 Spaulding（1994）認為心理病理研究分類知識的誕生，

源於兩個因素：（1）認為分類範式可以降低臨床的不確定性。（2）認為分類範

式可以促進科學研究方案，生產學術社群內可接受的研究證據。在如此的信念

（想像）下，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簡稱 DSM）系統的出版發行，可說

是一組心理病理分類學的典型。 

于奇智（1999）指認，精神病理學的語言是一種關於癲狂的理性獨白，必

以某種沈默為基礎。他認為 Foucault 從事心理學研究階段的重要著作《古典時

代瘋狂史》一書的興趣不在這種語言，而在這種沈默。癲狂即作品的空缺，因

為它是在閒散和懶惰的基本關係上被思考的。醫院不負任何醫療責任，病人得

不到應有的治療；因為狂人與癲人不應或不能再屬於社會的一部份，所以她

（他）們被送往醫院。是故，拘禁所產生的不是癲狂和疾病間的關係，而是社

會自身的關係。于奇智進而指出，Foucault 的癲狂史就是沈默史（考古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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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另一種癲狂史。他認為 Foucault 意在以「癲狂」證明「歷史」，證明存在著

另一種歷史。沈默是精神病理學語言的基礎，沈默先於獨白性語言。因為

Foucault 把癲狂與非理性、理性聯繫起來進行考察，表明癲狂不是一個單純的

醫學主題，不是理性/非理性，常人/狂人二元選項的分類議題（即使存在著如

此的分類，也是基於一種社會效用的論述策略），而是一項與社會、政治、經

濟、歷史、法律、道德、心理、文學等密切相聯繫的複雜主題。不是精神病理

語言的敘說，而是「沈默」的考古學，形構微調地瞭解人類心理社會生活的一

道切線。 

同樣地，Summerfield（2001）近來也一直醒示「後創傷壓力症候群」（簡

稱 PTSD）是一種社會建構的概念，基本上是戰後美國社會的產物。事實上，

PTSD 的概念提出，一部份的力量是由反戰運動團體遊說而來的，他們致力倡

導當時參與二次大戰及越戰的士兵，退伍後生活上所遭遇的適應不良，問題不

在於士兵自身，而是需歸因於戰爭事件的施為。在 PTSD 的語彙下，將使退伍

軍人獲得社會認可與道德救贖。受創者在 PTSD 概念的描繪下，就像是獲頒一

紙心身受損的證書，彷彿在這樣的認證下可以將其所承受的壓力與罪疚透過公

共領域來支撐。所以，在一期的《美國精神醫學期刊》就有論者提到，沒有人

喜歡任何精神疾病的分類，但 PTSD 是唯一的例外。但是，Summerfield 進一

步指出，受創者在 PTSD 的概念支配下，其實是將個體的生活品質從「存活屬

性」（survivorhood）往「傷害屬性」（victimhood）的一端傾斜。忽略受創者的

生活，不該只是予以精神病理化，同時也得重視社會政治脈絡對受創者的塑型

影響。許多創傷事件是天災與人禍共謀的結果，像 Young（1995）就以越戰為

例指出：這場戰役是國家社會的集體罪惡，但透過 PTSD 的診斷，反倒是試圖

藉由個人的醫療化程序取消公共罪疚，將集體的義務偷渡轉移為個人的受苦經

驗，由此，一套分類診斷模態的社會使用意識型態如何操作，人觀分類的後設

基礎是否存在明確理路，仍有討論空間。不過，無論分類背後所涉及的價值好

惡度如何，人類或許終究是，難以窮盡類籌化的物種。 

由此，我們回返到 Merleau-Ponty（1968）所指出的：我們就是世界，世

界就是我們的肉身的中樞。肉身既非事物亦非意識，肉身既非世界亦非自我，

肉身是一種中介的第三元素。如是，人類其實是一種在世存有，是一種自我與

世界交互滲透的歷史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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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觀意義與生活世界 
 

晚近，我們置身的社會空間，隨著科技的突破發達，漸次走向網路與科技

所建構的新（想像）社群。例如，慢性病患者當下可以透過一些輔助機器，延

續生命時空行旅，慢性病患者藉由機器控制病情所衍生的人機介面的互動關

係，一種醫療的新人種（homo medicus）的誕生，以及經由科技研發所創造出

來的時間與空間新邊界，一種另類網路科技有機體（cyborg）的生成，對於人

類身體經驗和心理意義的衝擊，當是未來構思人類意義的重要研究主題。 

關於科技的社會建構所涉及的問題架構及解決方法的討論，心理學界在這

方面並非毫無貢獻。一般來說，在人類努力建構認同的過程中，遊戲一直是一

個重要層面。Erikson 稱遊戲為一種「玩具情境」，它使我們得以在非實際的的

狀況下「揭露」並交付出我們自己。近來，網際網路空間逐漸形構為人類新自

我認同的遊戲處所（Turkle，1995）。Nunes（1995）認為我們當下所處的空間，

既非真實的、亦非想像的，而是一種擬象的網際網路空間。網際網路形塑了人

類的新認同，網際網路的語言，也打破了精神分析的「來—回」（fort-da）遊

戲，語言既在這裡，同時又在那裡。網際網路空間是一個沒有深度的鏡像，沒

有固定的凝視點，網路上的溝通比社會性自身還要具社會性，這是一種社會性

的終結，模擬真實比真實還要來得真。一般來說，網際網路可謂打造了一幅個

體解放的後現代地圖，實現了當代深入投契尊重多元論、多樣性與社群感的許

諾園。 

但是，海德格提醒著，一切僅技術的東西沒有達到技術的本質。它甚至於

都不能夠認識它的前院。因此，當我們試圖察看存在著的東西時，我們並不描

述時代的狀況。存在的局勢把自身直接說給我們。但是，我們還沒有去聽，在

技術的統治下，我們的聽與看都因電台與電影而昏頭轉向。我們遺忘了世界在

其世界化中或許是一切接近之最接近的東西，接近在接近著，其作法是使存在

的真理接近人類，並因而把人交托從屬於發生（宋祖良譯，1996）。 

如是，人類終究是寓居於文化的生活世界裡。理解人類的存有意義，未來

更需要的是提出具創意性的概念，同時返回我們的日常生活，嫁接耙梳我們的

心身經驗，建構文化的心理學。Hall（1992）認為「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

與「理論政治」（politics of theory）是互為關連，亦即沒有任何理論擁有通往

全知真理的意志，理論是如同競爭的、區位的、共構的知識，理論必須以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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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討論。所以，理論工作如同與天使角力的隱喻，重要的是保持理論衝突

的張力，並與此狀態共存，而不是試圖弭平理論競爭。Deleuze 與 Guattari（1994）

則認為哲學的任務是去生產概念。然而，概念並非持具普同性的性質，概念是

一種旅行，從脈絡蘊生內裡不斷進行概念的無形轉化，概念也是一種不脫離軌

道的空間運動與跳躍。所以，新概念必須與我們的問題、我們的歷史及我們的

蛻變相互產造關係。 

回到本文先前所討論的人觀的心理病理分類議題，在人觀概念重構的指涉

下，我們得正視的是深入耕耨文化的心理病理學。Lopez 與 Guarnaccia（2000）

在一篇整理文化心理病理學相關研究的論文中指出：文化社會歷程與心理行為

歷程之間並非單向道，而是彼此間具相互影響性的雙軌運動路線。在這樣的思

維下，文化不再被視為一種獨立變項或控制因子，而是文化自身融入於心理病

理研究的社會脈絡裡。無論從研究問題意識的形構、研究設計與測量工具轉

譯、概念模式引導、研究者與被研究者間的人際互動、乃至症狀語彙的界定、

解釋，以及圍繞個人心理健康問題的社會世界之結構，文化在這些面向裡都扮

演重要的角色。Lopez 與 Guarnaccia 總評認為：文化心理病理學已成為人類研

究版圖上，備受注目的焦點，文化心理病理研究發現了心理疾病的社會世界，

其終極目標是寬解人類苦痛，改善人類生活。於此，心理、社會與文化交織心

理病理間，彼此共變影響，而非何者具優位性的組合。 

因此，在後現代（網路與科技）文化的衝擊下，假若我們為了逃逸實證典

範的規約，卻一味揄揚人類的「互為主體性」，忽視「人類」與「生活世界」、

「人類」與「非人類」，以及「無主體性的」、「互為客體性」等等的間際關係，

恐怕就有淪為「倒洗澡水，卻連嬰兒一起丟棄」之嫌。 

 
小結 
 

傅大為（1995）從孔恩的不可共量性意義討論指出：每一群知識物種在與

世界的接觸中佔據了一個特別的處所（niche），在這處所中形成了它特殊的「語

彙結構」，並與佔據其他處所的知識物種彼此頻繁互動。這當然可以是一種實

在論的立場，但它不是一種「跨越時空典範的全知」式的實在論，而是在演化

與競爭之中一種「立足處所」而與世界（包括了其他處所的物種們）互動的實

在論。我們也可以從 Feyerabend（1987）知識論觀點獲得啟思，他指出知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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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局部區域的必需品，是設計用來滿足局部的需求，解決在地的問題。從「方

法論的無政府主義」到「向理智說再見」，Feyerabend 的論點並不等於否定科

學的價值，其用意在於挖掘實證修辭外的知識傳統，是對人類歷史存有的一項

致意方式。進入知識演進與人類存有若符合節地頻繁互動的一個特別處所，或

是在「人的意義」迴響外，我們可以縝思的一種轉向策略。 

葉啟政（2000）指出，西方哲學所預設「人是一個合一、超越、理性、能

知之主體」的立場，二十世紀中葉以來，在存在主義者、現象學主義者、結構

主義者、乃至後結構主義者企圖對「自我」去中心化的努力下，「自我」不再

是以其理性主宰整個世界，反是受「文化」所困陷。因此，他認為走出以「有」

且「理性」的樣態來經營「人」概念的陰霾，人類才能擺脫「體系化結構」的

桎梏。葉啟政教授所揭櫫的孤獨、修養社會學，或許，恰可成就我們探析人觀

意義的另類反思動能。 

其實，Kuhn（1970）在那有名的〈後記-1969〉就已指出，他並不是否定

科學的進步，而是進一步指出，即使典範的變遷，也並不保證科學家和跟科學

家學東西的人，就會越來越接近真理，更何況又該如何界定科學真理和科學成

就等議題？所以從達爾文的生物演化觀點和科學演化歷程相比擬，我們可以瞭

解科學發展的過程是一個從原始的出發點演化的過程，這過程中各個連續階段

的特質，是對自然的瞭解越來越詳細、精緻。但是，這樣的演化過程，並不朝

向任何設定目標。換句話說，科學的演化進步，並不一定需要一個設定好的目

標，或一個永恆確定的科學真理導引，就可發生；就如同我們對生物演化的過

程假定一樣，並不需要有終極演化的無限上綱標的。人類的歷史演化在當今朝

向多樣性的態勢，這般的發展路數，或許，可以和「解構主義」、「後結構主義」、

「後現代主義」、「後殖民主義」及「文化研究」等等知識主義或思潮流派的演

進沒有必然關係，但如何促發學科演展的多元開放性，以使我們對置身的歷史

年代與人類處境，保持一種永恆地反思批判與同理態度的時代精神，或許是人

觀意義的眾聲議論後，我們得虛心緘默面對的未完成式歷史方案。人的意義及

其在世存有出路之提問，畢竟，是需要長期沈澱構思踐行的終極議題。（2001

年 4 月 30 日收件，作者為高雄醫學大學心理系助理教授，〈非此非彼：初探心

理學的人論及其意義〉一文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