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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身心二元問題的解決 

笛卡爾從他以來留下「身心互動」的難題，即分割「物體」與「精神」兩種

異質、各自獨立的實體。動物、植物與礦物所納入的物體世界遵循著機械因果規

律；而與物質異質的精神世界不受嚴格的決定論支配而具有理性及自由意志能

力，因而世界由兩平行的對立物組成。笛卡爾首先突顯兩者之本質－物質具廣延

性無法思維；精神能思維無廣延，而強調其差異及無關係性；而之後企圖說明身

心統一。雖以大腦中的「松果腺」來聯結身心間的互動，但松果腺仍是具廣延性

的物質而又如何與無廣延的精神互動？如此在笛卡爾第一哲學最後留下一道難

題。 

 
並且胡塞爾不斷批判傳統以來的接受實體二元論的前提的心理學，是一種與

身體分離的心靈領域研究，一開始就在直接生活世界經驗中給予的東西出發，想

像洛克的內在心理學研究，就比如是一失去身體能力的自我反思內在牢籠之中的

心理，這將是一「封閉」的內存在。如此，也將再面對與身體互動以及內在與外

在世界分裂的難題。 

 

1. 心靈的概念
92
與二元論之解決 

我們將從心靈（soul）概念考察出發，從胡塞爾在《危機》中針對心靈自然

化的批判來看，並且以心靈「在生活世界中預先給予的方式」（pregiven in the 

world）93來掌握心靈之固有本質。於是，心靈並非與身體分割的抽象心靈，彷彿

經驗主義洛克採取的內在觀察，而是心靈的概念具有身體參與在其中。 

 
以自然主義方式看待心靈，將其視為一種與物質相等的實在意義，於是心與

物相互分開為經驗世界中兩實在層次－心靈為內存在，而物質與身體相對地為外

存在，它們以因果規則地相互聯結。 

 
為什麼心靈不等同於物質？關於物質的特性以「時間空間性」

（spatiotemporality）來看－時間空間性為實在世界（real world）的普遍形式

（universal form），生活世界的每一項事物都是以這樣的形式獲得規定。胡塞爾：

「時間空間性就是實在世界的普遍形式，生活世界中的每一個實在東西都是在這

                                                 
92 Crisis, §62. 
93 Crisis, P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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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普遍形式中並通過這種普遍形式得到形式的規定。」94也就是說，凡實在的東

西都具有時間空間性，物質的東西空間上占據有位置（position）和廣延性，時

間上具有在某一時間點、同時性（simultaneity）及連續（successivity）時間的存

在。而心靈並不是類似物體一樣具有時間空間意義的內在存在，如此心靈並不等

同於物體的意義。 

 
而往往人們只是注意到心靈的存在並沒有空間上的性質，我們沒有見著心靈

實體化的出現也摸不著它具體（concrete）的存在，但卻認為具有時間性，透過

回憶可以想像過往的某個時間點的感覺，過去的我也延續至現在我，我這樣的存

在並沒有消失。不過，時間性與空間性是無法分離開的，也就是說，具有空間性

就具有時間性，沒有空間性也就沒有時間性，無法是有空間性而無時間性，有時

間性而無空間性。那麼，心靈是屬於具有時間空間性，抑或不具有時間空間性？

胡塞爾沒有正面回答，但肯定地心靈不會與物質相同地具有時間空間性，即無法

直接地以這樣的形式規定心靈。不過，他重新詮譯了「心靈物體化」，即「心靈

間接（indirectly）地參與了時空性」。心靈不是實在物直接以時空性來規定，而

是「間接地透過一中介物成為物體」，以藝術作品為例，它並非如同一種天然物

像石頭一樣的物體，而是具有創作者靈感深入其中，創作者要將其內在之泉湧展

現就必須透由物體化的過程，最後將內在精神轉化為藝術樣的物體，如此它們也

在物體的空間時間中間接地有過去與將來的存在。 

 
那麼，心靈又是如何間接物體化？心靈可以是像上述精神對象（藝術品）一

樣是經過一物體化的過程而最後實現為物體嗎？顯然，雖然胡塞爾認為每一種精

神對象，首先是心靈，再者為精神對象（前述的藝術作品）都是間接參與到時空

形式，但是兩者物體化的方式是不同的。在心靈方面物體化的揭示上是從一種認

識上的發生順序開始，首先觀察到的是身體性的東西，接著從身體運動支配中發

現了心靈的存在；因此了解到心靈支配了我的身體。 

 
我如何體驗到我的身體接著又遭遇了心靈？首先我察覺到自己身體的活

動，這活動迥異於純粹物體的空間運動，例如：我的手在空間中移動，我提一籃

水果、我推動桌子，但這異於一顆球的跳動、水的流動。但它們不都是在空間中

的運動嗎？我發現了身體在空間中的活動，背後有一個心靈在支配著，這就是我

在進行著對身體的操作。我具有主動的能力掌握著身體去完成，我的身體被分為

不同的器官方式，在於它們都有不同的功能，我可以針對某一種特殊的器官進行

                                                 
94 Crisis, P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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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我可以用手去感覺東西的軟硬、溫度等等，可以用眼睛看。我是為了發生

某種特殊的知覺而進行該部分的支配。我先發現了身體活動再看見了心靈，知道

心靈支配著身體，如此心靈的物體化－我透由對身體產生活動而參與到時空之

中。 

 
藝術作品創作者的精神須經由物體化的過程才能呈現，不然那只會流於創作

者封閉心中的靈感；如此心靈也必須透過身體活動來展現，不然「單子無窗戶式」

的心靈只會是與世隔絕深藏於幽谷中。在《潛水鐘與蝴蝶》的作者尚多明尼克因

腦幹中風全身癱瘓而不能言語，只剩下左眼還有作用靠著眨動左眼，他一個字母

一個字母地寫下這本不同尋常的回憶錄。他唯一可支配的身體只剩餘眼睛的眨

動，藉由此來傳達自我的意義。我們再想像一個完全失去身體作用的人，活著的

只是一「禁錮的靈魂」，斷離了與世界的交流，這樣人失去了人的意義在日常概

念上我們歸於一種「植物人」的用語。如此，失去了身體作用就不構成心靈的意

義，心靈間接地透過身體物體化或與世界發生關聯為一種必要性的過程，心靈不

僅非直接認知為物體，更無法與身體切割來看，心靈與身體是一體的活動。一切

對象都將要參到要物體的空間時間，非物體的對象也間接參與到物體的空間時間

之中。換言之，什麼是「心靈」？並不是一種與物體平行的實在，但也不是抽出

身體物體後不具空間的一種主觀的抽象存在，而是透過身體間接參與了時空性的

心靈、間接物體化的心靈。 

 
胡塞爾指出心身互動問題之前提在於心與身的分離，將心靈視為可以與身體

分開獨立存在的具體物，即心靈直接時空化或物化。而他檢視心靈原初概念說明

了心靈並非具體物可與身體分離，其本來與身體不可分，於是更不用說，具有一

種與身體分割且獨立的心靈與身體之間互動的問題。心身問題在於一開始就將心

靈定位錯誤，然後才需要將分離的兩部分組裝起來。95心靈與身體是抽象上可分

離，但實際上不可分，也就是說，我們透過思維抽象出心靈的概念不表示為實在

之意義。換言之，心身如何互動其實是不成立的問題，因著心與身並未分離，所

謂的心靈作為透由身體間接參與到時空世界之中，心身本為一體。 

 

2. 身體的概念
96
 

                                                 
95 以下將會再針對身體概念作一討論，更深化說明身心二分的問題。 
96 主要來自文本：Edmund Husserl. Ideas pertaining to a pure phenomenology and to a 
phenomenological philosophy. Second book. Translated by R.rojcewicz and A.schuwer.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89. .以下簡稱 Ideas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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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身心二分之後，經驗主義心理學的研究對象為排除了身體的心靈領域，
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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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於是在解釋人的認識作用時就沒有身體加入在其中，認識只是

封閉的內在心靈受到外在的影響。而特別在解釋知覺活動中感覺與料的來源，感

覺與料由心靈被外物刺激和（或者）內在大腦刺激而產生，物理對象為感覺的「原

因」，如此知覺活動為單純物體的顯現或表象（appearance），這是一種排除掉身

體而以分割後的心靈來解釋知覺或感覺的產生。而胡塞爾最大的差別在於將身體

加入，將身體與心靈的關係連接來重新解釋知覺活動的過程中。於是接下來，我

們由考察身體的角度出發，再理解身體與心靈關係，及關於知覺發生的解釋。 

 
    首先先導地了解為什麼身體參與了知覺的進行？我們可回到一般的對外在

物體的經驗上，了解到我們是以感官能力視覺、觸覺、聽覺等等在經驗著對象，

身體中的器官（眼睛、手、耳朵等）在發揮著作用，身體在我們知覺外在世界時

成為重要的媒介。胡塞爾：「如果我們現在只注意事物的物體的方面，那麼它顯

然就只是在看、觸、聽等等活動中在知覺上的呈現。因此就是在視覺、觸覺、聽

覺等等方面的呈現。在此不可避免地會有我們在知覺領域中的身體參與進來，且

是借助它相應的感覺器官（眼、手、身等等）參與進來的。」99如果將身體分為

許多的部份（parts），則身體擁多諸多感覺器官（organs），個別的器官發揮著各

自的功能，眼睛的作用才有視覺，手的觸摸才有軟硬等觸覺。我們難以想像沒有

身體的器官而能有感覺產生，我們對外在世界的知覺總是要依賴著身體。「在經

驗所有空間事物對象，身體被參與為經驗主體的知覺器官。」100 

 
身體以各種器官的方式參與不同的知覺作用，但我們仍可以說它是純粹的物

質（肉體（corporeality）的意義）而與心靈完全的區隔，身體可以以時間空間性

規定，難道它不是物質（肉體）嗎？關於對身體的考察，一開始我們從對外在世

界的經驗中反思發現了身體分殊地進行作用，接著我們將自己的身體當作外在對

象來研究，於是可以用視覺（visual sensation）、觸覺（touch sensations）的方式

來考察作為身體對象。 

 

2.1 觸覺觀點 

如此首先以最簡單的方式來了解觸覺，當我的手放置於桌子上，我摸到桌子

                                                 
97 傳統經驗主義即使有討論身體卻是與心靈分離。 
98 Crisis,P84. 
99 Crisis, p106. 
100 Ideas II, p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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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粗糙、軟硬或溫度的性質；接著，我發現自己手中具有同樣粗糙、軟硬或溫度

的感覺。我們在此可整理出觸覺的幾個重點。一、觸覺具有某種空間位置，我的

手與桌子接觸到的面，觸覺就出現在手表面的彼此觸及的範圍之內。再例如：我

握著一杯熱水，我的五隻手指及手掌的表面空間上擁有著接觸的感覺與熱的溫

度。此即是觸覺中所具有「分佈」（localization）的特性，不過這不同於物體在

空間上的「廣延」（extension），因為物體在空間上佔據位置，但我們不能說觸感

在被觸碰的身體上也具有類似物體的地盤。「感覺的分佈事實上是不同於事物物

質地規定的廣延。」101二、相同的觸覺感覺具有雙重的意義，首先，它使我知道

外在對象的性質；再者，根據這種感覺我也知道了自己的身體的情形。就是說，

我的手觸摸到桌子，我可以知道桌子的性質，也知道自己的手所擁有的觸覺感覺

群；感覺群同時作為物體與身體的特性。且在此抹除了自然科學及洛克以來客觀

的第一性與主體的第二性的劃別，身體對物體的經驗是客觀同時也是主觀，即經

由我內在的感覺可以接觸到外在對象的屬性。 

 
    接著關於身體構成的問題－身體如何為身體？如果現在我用手摸一顆石頭

和觸碰自己－例如胡塞爾舉右手摸左手的例子－作比較。當我摸一顆石頭感覺到

石頭的硬度與冷的溫度，在我手中有硬與冷的感覺群，而我將這些感覺客觀化為

石頭的特性，認為石頭是硬的、冰冷的。而我以右手觸摸我的左手時，我的右手

獲得了柔軟感覺和特定的溫度，這些感覺群是屬於我的右手，而同樣地我也將其

客觀化為左手的特性。相同地，我們採以手之器官來接觸對象（一是石頭；另一

是左手），且都獲取了某些觸摸的感覺。但是在此區別了身體與物體（肉體）的

意義，在於我所觸摸的左手也獲得一些感覺群，它們分佈在左手之中。「當我將

“左手＂當作物理的物體談論時，我就抽離了這些感覺（一顆鉛球不會擁有這種

東西，任何一個不是我的身體的“單純＂物理對象不會擁有這種東西），但當我

考量到這些感覺時，則左手這物理物就變成一個有感覺的身體。」102我碰觸的對

象，其對象本身又產生了感覺，它就並不是一般的物體事物，也不是肉體物，我

知道我所觸摸的對象是我的身體，因此身體的意義在於感覺的發生。 

 
從右手觸摸左手的例子來看，它們（身體）都同時作為外在對象與身體的意

義。以右手的角度，左手就作為它觸及的外在對象，而左手同時具有因右手而來

的觸感，又作為身體。左手既是外在對象同時也是身體，右手如是。如此，身體

具有兩種意涵－一是作為物體，具有廣延、實在的物質特性（顏色、硬度、某特

定的溫度等等）；另一是有感覺的身體。因此觸覺的領域之中我們的身體擁有了

                                                 
101 Ibid., p157. 
102 Ibid.,P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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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對象與身體兩種觸覺所構成的對象。如此，具有感覺分佈的身體就非純然的

肉體，因著肉體的東西並不產生感覺。那麼是純然的心靈嗎？這將是忽視肉體性

的存在。身體的場域既非歸於單方面的物質（肉體）或者心靈，它是兩者共同的

戰場，或者可說在此肉體中具有心靈的足跡。「所有的感覺屬於我的心靈（soul）。」
103身體上發生的感覺分佈即是它與心發生之聯繫的方式。 

 
而作為身體的意義內在中發現了感覺群的分佈，另外是「運動感覺」（motion 

sensations∕kinesthetic sensations）的發現。運動感覺簡單來說經由身體活動而產

生的感覺。我們可以想像任何觸覺的發生，哪有不移動身體的，即使以我的手去

碰一張桌子也是要將手伸出去到達桌子的平面，或者原本從桌子上的手離開或接

著要接觸其他的物體，除了最直接可以感覺到手中的觸覺，接著可以發現在手中

有運動感覺。胡塞爾舉例提起一件物體而經驗到它的重量，同時在身體中具有重

量的感覺，這是身體透過推、拉等活動而與物體發生物理（physical）關係。104更

可以說，運動感覺使得身體與可自由移動的物體之間的關係更加親密，105透過身

體的活動作為與外在物體接軌的契機。 

 

2.2 視覺觀點 

胡塞爾強調了觸覺與視覺的差異，無法將視覺類比於觸覺方式對身體的構

成，因著無法像觸摸著自己的手（對象），而對象也產生觸感，以眼睛看著自己

的身體任何的部位，也不會有對象反向地產生感覺。「我稱之為被看的身體東西

並不是在進行看的東西，而作為被觸摸的我的身體是在進行觸摸的東西。」106觸

覺因身體的對象也有感覺而構成身體之意義，以如此的方式就不能說視覺可以構

成身體。視覺地構成只能說，張開眼睛就具有視覺現象，眼睛作為身體之部分器

官發揮作用而產生視覺。而觸覺於身體中的「分佈」是否在視覺中也具有相同的

情況？並不能說視覺感覺的產生在眼睛中有所分佈，分佈只針對觸覺，如果要說

有視覺的分佈的知只是眼睛被觸摸而來的觸感。 

 
以視覺知覺身體無法構成身體的意義，那麼這樣視覺中的身體作為與外在物

體無異的對象嗎？也就是說，身體即是物體？胡塞爾在此視覺方式上又區別了同

為外在對象的身體與物體。首先，在我觀察對象時，對象總以側顯的方式給予我，

我的身體作為座標的原點（zero point），外在對象以我身體為基點來定位，如

                                                 
103 Ibid.,P157. 
104 Ibid.,P153. 
105 Ibid.,P158. 
106 Ibid.,P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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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相對之關係下我稱某個外在物體是遠或是近。而我的身體總是作為「在這裡」

（here），而對象「在那」（there）。「只要觀察身體與物體的呈現方式，我們就會

發現下列的情形：每個自我都擁有一個知覺的物體領域，他必為在一個特定的方

向下知覺物體。「…」所有的空間對象必然以或近或遠、或上或下、或左或右的

方式顯現。「…」現在，身體對它的自我而言有一個獨特的特性－它承載著所有

這些方向的原點。「…」遠是對我或我的身體來說，右邊則指我身體的右側，例

如我的右手。「…」我以這種方式面對所有的東西：它們都是在那裡，除了一個

唯一的例外－身體，它永遠都在這裡。」107身體作為定位的基礎點，所有外在對

象透過與身體的相對關係定位其方位，於是具有而來遠近等等的意義。 

 
對視覺基本考察中，被知覺的東西總是以「側顯」側顯來展現，包括身體也

是，不過身體作為被給予方式有不同的表現。以自我的角度來看，我可以自由地

移動我的位置，外在對象就不同角度的面相也隨之而來呈現給我。但我就無法讓

身體遠離我，使身體跟外在物體一樣改變著與我的距離，身體總是伴隨著我無法

改變與它的間距，我的身體永遠對我來說是都是近的，且我的身體也無法各種角

度地扭轉；如此身體呈現給我的面相就相當有限，我看不見自己的頭，看不見自

己的下背，我也無法以四面環繞的方式來看我的腳，就如同觀察一張桌子一樣我

改變自己的方位來捕捉每種角度的側顯，因此胡塞爾認為視覺的觀點，關於身體

的構成是不完全的（imperfect）。 

 

2.3 意志對身體的控制 

我們從觸覺地身體的構成中了解到身體中的感覺表示著心與物之間的交

流，而另外進一步將身體與心靈關係連接來重新解釋知覺活動，特別在於主體的

意志（will）對於身體的支配。除此之外身體之為身體不僅是它具有感覺分佈，

且作為意志的器官，也就是直接受到自我自由意志的支配。胡塞爾說，身體是「意

志的器官與自由運動的承載者。」108對於我的純粹意志來說，我無法直接移動外

在物體，我只能透過身體，它是我直接可控制的對象；我對外在對象的支配是間

接的，純粹的物體之因果法則只是間接地分享了自主性的活動，即當我說我具有

支配物體的能力時，其實是透過身體才達成支配。 

 
由身體的意義帶出自我的意志，這是一種「理性的動機性」，表示「我能夠」

（I can）的自由。我能夠自由地運動我的身體，如此我能支配身體知覺一個對象。

                                                 
107 Ibid.,P 156-157. 
108 Ibid.,p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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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想將離我遠的東西看的更清楚，我可以走近它瞧瞧；如果我想知道杯子的

冷熱溫度，我必須移動我的手去觸摸它。為了獲得「性質感覺」（sensation of 

property）我須適度地活動著我的身體，如此導引著知覺的興趣基本上為理性的

動機，根據我理性的認識動機，我指揮我的身體來知覺外在世界。「自我具有能

力自由移動身體，有能力透過身體知覺外在世界。」109 

 
承接上述所談論到的「運動感覺」，在此補充以及論及「運動感覺」與「性

質感覺」之關係。首先，由於身體各個器官所具有的不同活動方式，於是就有不

同的「動感系統」，由簡單的動感系統是單眼的運動，再複雜則有雙眼、頭部、

身軀等等運動系統。通常我們在知覺一個對象時，可能是由一個或多種動感系統

一齊發揮作用。為了知道一個東西背面的樣子或顏色，我可能就須轉動著自己的

眼睛或頭部，或者得移動身軀走向對象的背面。另外，如果在知覺的進行是我必

須運動著我的身體才可獲取性質感覺，而身體在活動時伴隨著相應地運動感覺，

那麼動感就作為性質感覺的中介，或者說透由它們才能得外在對象性質的感覺，

例如我的眼球活動讓我具有某些視覺感覺，我的手的移動使我得到某些觸覺感覺

等等。在此意義上，動感作為擁有性質感覺的前提。 

 

2.4 從身體概念來看「身心關係」與「身心二分的解決」 

    歸納上述身體作為具有感覺分佈的物質的身體，以及受到自我意志直接性的

支配。從中可以了解到身體的意義脫離不了心靈的蹤跡，在身體之中具有非物質

的感覺的存在，如此身體之特徵為帶有感覺場（field of sensation）的身體，且它

作為「物理－感受性（physical-aesthesiological）的統一體（unity）」。以抽象來看，

身體可以被分為物理與感受性的兩個層面，但身體仍是不可分的兩方面之統合。
110另一方面，身體意義展現在受到意志的最直接的指揮，這不同於外在物體作為

間接地被運動。如此，身體的探討也無法擺脫與心靈發生的關係，不然將不構成

身體的意義。而在解釋知覺的過程上，我可以主動支配著身體來經驗外在世界，

我可以控制或決定我的感覺，我對我的知覺擁有自主性和自發性。 

 
而我們如何來理解胡塞爾解決了身心互動的難題？顯然，絕非在笛卡爾二元

論的前提之下而進行「修補」的方式，以「心身交感論」與「心身平行論」

（parallelism）111為代表。更不是「解消」心靈將心靈物質化，特別是現今主流

                                                 
109 Ibid.,p160. 
110 Ibid.,p163. 
111 以下會再進一步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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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認知神經科學為實驗基礎的唯物論觀點以「等同論」（identity theory）為主，

心理狀態即大腦狀態過程，心靈消去了意識特性而只是生理物理過程。112  

 
回到笛卡爾的身體來作對比，他的身體是納入於物質（非意識）的世界中，

作為物質的身體遵循著機械因果規律，區別了心靈存在而產生身心二分無法互動

的問題，這一開始就將心靈與身體的概念定位於完全不同屬性之理解，然後才需

要再提出兩者異質性的東西如何互動的問題。胡塞爾同樣地先還原「身體」的概

念，揭示身體不只是肉體的意義，而是具有與心靈相連的特徵。可以說，具體來

看並沒有純然的心靈與純然物質的身體（肉體）的兩種存在，那是人們將兩者抽

象出來理解而以為具體或實在上存在著這樣的東西。進一步來說，身心二元問題

在於先將心與身定位錯誤才延伸出互動問題。胡塞爾則是「回到問題之前」的發

生考究心靈及身體，揭示實在上心與身本身就無法分割且相連接在一起，如此無

須依循著心身如何互動問題的模式來回答，因為在開始身心定位的出發點就不同

了。 

 

3. 心靈、意識、意志與身體 

    我們將身心關係放在被構成的層次來看，那麼心的概念又可擴展為心靈、意

識與意志不同的意義，那麼身心互動也具有不同的展現。我們可分為心靈與身

體、意識與身體及意志與身體來看。 

 

心靈與身體：被構造的心靈“具有＂他的身體，心理的活生生的經驗與身體

捆在一起。而如何理解“具有＂？我們曾經在觸覺的觀點下談論過，感覺群分佈

在身體中，如此身體作為一種「主觀的客觀性」（subjective objectivity）的身體，

不同於僅僅是物質性的肉體，於是感覺與身體緊密地連接。 

 
意識與身體：在此的意識為人的意識，而非純粹意識層次，意識仍為被構成。

意識與身體的關係上，首先意識的活生生的經驗並不在身體中有所分佈，例如：

思考並非分佈在大腦之中，且觸摸的統握或理解（apprehension）在觸摸的手指

上不具有位置，只有觸感才分佈於此手指。那麼，意識並不與身體直接發生關係，

而是感覺群歷經了統握，意識與感覺直接地聯繫。接著進一步意味著「人的意識

                                                 
112此理論方向最後產生「心靈無法化約完全」或「無法解釋大腦如何產生主觀經驗」的問題。此

解決之道有可能未來人類科技進步到可解釋與說明，不過最後仍回到物質（大腦）與精神（主觀

經驗）異質間交互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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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種意義上透過了它的感性質素（hyle）與身體綁在一起。」113意識不直接存

於身體中，而是心靈（感覺）與身體不可分離，意識經由心靈才與身體聯繫。 

 
意志與身體：以上曾提及的身體直接受到意志的支配，作為意志的器官。我

們不可能直接支配著物體，但經由對身體的支配而可以間接掌握物體。並且我能

夠自由地運動我的身體，如此我能支配身體知覺一個對象。如果我想將離我遠的

東西看的更清楚，我可以走近它瞧瞧；如果我想知道杯子的冷熱溫度，我必須移

動我的手去觸摸它。 

 

4. 心身關係之其他學說 

4.1 關於「唯物論」身心問題之解決 

接著，我們將特別針對當代主流唯物論對於身心二元論之立場與問題作了

解，思考「現象學」與「唯物論」（materialism)立場，唯物論取向以主要以當代

「心靈哲學」（philosophy of mind）為代表，而關於對於問題解決方式之比較而

從中獲取更多之省察。 

 
如果我們站在科學唯物論之看法來了解似乎也看見了其正當性。首先為什麼

它們將心靈完全地化約為大腦或心靈物質化以解決身心困局，如此心靈正當化為

為物質的過程？我們根據問題歷史的發生來看回到笛卡爾關於身心問題。自笛卡

爾以來，身心問題的形式以意識狀態和身體狀態之間各種可能的關係來被看待和

討論，也就是一方面像我們的思想、情感等一樣的「心理事物」，我們視之為是

主觀、有意識、非物質的；另一方面是具有質量、空間廣延以及與其他物理事物

因果地相互作用的「物理事物」，這兩種不同的質之間的關係。而心理的東西如

何才能去影響物理的東西（身體）？ 

 
由於二元論對於此問題的解決有其理論的侷限性，因為如果心靈屬於一種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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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笛卡爾也知道的「動量守恆定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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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大

部份試圖解決心身問題的方法設限在否定或者貶低心靈的地位，也就是試圖將心

靈物質化。近年來的唯物主義心理觀，例如行為主義（behaviorism）、功能主義

（functionalism）和物理主義（physicalism）對心的看法，以明確或不明確的方

                                                 
113 Ideas II, P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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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否定了一般我們所認為的那種心理存在的東西，也就是否定了我們內在主觀

的、有意識的心理狀態。在他們看來這無非是身心互動問題解決之道及心靈研究

的一大躍進；而只要研究大腦物理系統的狀態和過程，心靈研究將會是大腦的神

經生理學研究，身心問題所涉及的就是神經生理學的問題。     

 
因此科學唯物論對笛卡爾身心二元的難題，是以「化約或取消」（reduction）

心靈的方式來解決二元論身心互動的難題。化約性唯物主義（reductive 

materialism）俗稱「恆等論」或「身心類型同一論」（the mind-body type-type identity 

theory）114為唯物心靈理論中最直接的一種，認為心理狀態就是大腦狀態或過程，

也就是說，每種心理狀態或過程都是在數值上等同於在大腦中或中央神經系統中

某種類型的物理狀態或過程。它們是同一事物不同名稱，而神經科學對大腦的研

究將會揭示這些恆等的關係。如此，人類行為及其起因的任何正確的解釋都必須

依附於物理性的神經科學。我們內在運作即大腦與中央神經系統的運作與外在物

理世界的互動產生出行為，大腦與中央神經系統對行為產生控制能力，腦中的物

理化學事件導到人做出抉擇，我們的行為的基本起源於神經元的活動。那麼，人

其實只是一種精密複雜的機械而已，我們的神經系統只是比其他生物複雜，與簡

單生物比起來只有程度上而非種類上的差異。而人則沒有所謂的自由意志可言，

也沒有一般以為的自我動機。這對於人類自許為理性的人也降格為一種動物的意

義。 

 
恆等論在對心靈化約上的自信一方面來自於科學史上的前例。例如：聲音的

高調子等於高頻率的振盪；光是一種電磁波；物體的暖恆等於較高的平均分子，

而物體的冷恆等於較低的平均分子。就恆等論者來說，我們目前所認為的是各種

心理狀態，就是以完全相同的方式，恆等於各種大腦狀態的。這些就是跨理論約

化（intertheoretic reduction）的例子，它們以一種新理論架構來解釋舊的常識性

的概念架構。而由於在解釋和預測現象的能力遠超過舊有的，因而相信新架構的

理論才是正確描述現實的語言。而的確，神經科學的研究除了嚴格的物質、物理

及化學因素之外，他們很難找出能影響大腦作用的其他因素，且神經科學越進

步，似乎就愈加深這種信念。如此，大腦功能以及自然的一切都可以完全用純粹

唯物的物理化學詞彙來加以說明，而不需藉助任何的意識、心靈。因此，科學宣

稱「意識」毫無用處。以科學式的心靈以三個脈絡看來，即神經科學研究成果、

對身心互動問題的解決以及跨理論約化有其成功的前例，似乎心靈被物化是不可

                                                 
114 見 Paul M. Churchland（1988）. Matter and Consciousness：a contemporary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mind, Cambridge, Massachusetts：The MIT Press , p.26.參考中文汪益 譯《物質與意

識－當代心靈哲學導讀》，台北：遠流，1994，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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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的趨勢。並且傳統哲學對心靈的研究主要表現在唯物論、唯心論和實體二元

論立場之間的爭論；但當代的心靈哲學家們對於實體唯物論已成為他們基本的理

論共識了。關於心靈研究在當代是有關心靈的性質的討論，種種形式還原的和非

還原的物理主義以及性質二元論的種種方案，都是在實體唯物論或者自然主義理

論前提之下對心的性質所做的解釋。  

     

4.2 心身關係之其他學說 

    笛卡爾將身體與心靈割裂開來，建立起近代第一個二元論體系之後，就使得

哲學家們世世代代研究此問題，身心問題不僅是在笛卡爾哲學中的一個中心問

題，且為近代哲學家長久關注的主題。關於身心關係問題的解決大致分為下列幾

種理論。 

 
（1） 相互作用論：前提是承認了身心兩異質存在而如何將兩者統合起來的思考

方向。由笛卡爾本人提出「心身交感論」（psychophysical interactionism）

即「心身相互作用論」：心和身二者互為因果，心靈與身體相互作用，二

者聯合為一整體。精神事件能夠改變肉體狀態，而肉體事件也能夠影響精

神狀態。 

（2） 心身平行論(psychophysical parallelism)：仍承認心與身的分離，但兩者並

無因果作用的互動，即不相因果地或以任何方式相互影響而是相互伴隨

（同步）或「相應」（correspondence）。無論什麼時候個別精神事件發生，

個別肉體事件同時地及有規則地伴隨著它發生。反之，也是如此。心身平

行論或心身兩面論（double aspect theory of mind-body）又分為以下的形態： 

 
a. 格林克斯（Arnold Geulincx）主張心靈與身體作為不同的實體，二者並

不是動力因可以相互作用，只是一種機緣或機會因（occasional cause）具

有某種對應的關係。心物如兩個鐘錶，保持在同樣的時刻但無交互作用，

因著上帝在其中永恆地調節。 

b. 馬勒伯朗士（Malebranche）：因著上帝的干預，使得心靈內發生事件與

身體內發生事件緊密一致，即心身的相互關係仰賴著上帝的干預。真正的

原因是上帝，心對於身或身對於心只是偶然的機緣。 

c. 斯賓諾莎（Spinoza）：只存在著上帝的一個實體，而心靈和肉體是同一

個實體的屬性（attribute）。就像一硬幣的正面和反面可以抽象地區別但卻

不可實際上分開。雖以唯一實體卻保留了兩對立的屬性，因此並未消除二

元論，而只是變成了屬性二元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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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前定和諧論：萊布尼茲（Leibniz）認為上帝在造人的時候將心與身之間的

一連串事件安排得和諧一致，使得各自能按其自身法則活動，而並不是不

斷在其中干預。上帝（鐘錶製造者）一開始的時候就設計好心物兩錶的相

應一致，無須中途修棩或調節心物間的相應。 

（4） 隨附現象論（Epiphnomenalism）：屬於一種唯物論的觀點，精神狀態是由

大腦神經活動而直接或間接地產生。但反過來精神卻不影響大腦，只有物

質單方面對精神的作用。精神是大腦活動的隨附現象，意識就成為物理過

程的副產生。身體作用於心靈產生意識、思想、情感，但心靈沒有作用物

質的能力，只是單向決定。 

（5） 實體一元論： 

a. 物質一元論：否定精神實體的存在只保留唯一的物質實體。其中有機

械論唯物主義的一元論，以十八世紀拉美特里（Mettrie）為主認為人的一

切意識活動為人的身體的某種復雜的機械運動。 

b. 精神一元論：柏克萊不承認物質實體的存在，只保留唯一的精神實體。 

 

4.3 問題解決方式省察 

    哲學史上關於身心二元問題的解決採取了兩種方式－「修補」與「消解」。

修補的方式堅持著身心兩異質而區分，進而企圖說明彼此交互作用，如身心交感

論與平行論；消解法走向兩條路，一是對於心靈的消解；二是對於物質的消解。

最主要是錯誤地看待不能被如此看待的東西，心靈化約為物質或者物質化約為了

心靈。 

 
現象學與兩種方法對於身心問題的解決比較。修補方式即是接受了身與心二

分的前提下企圖說明如何統一，最後由於兩者的異質仍無法成功說明。於是產生

消解法，無論是消解心靈而物化，還是消解物質而心靈化，都是一種過渡的擴張。

現象學不同的是採取的進入是回到原初的被給予上，拋除任何前有觀點與框架，

即回到框架或問題形成之前，回到「what」之前。於是，心靈概念揭示出身體的

融合，即心靈須透過身體參與到時空中才具有心靈意義；而身體概念也揭發心靈

作用於其中，不然它只歸為一種純粹物質。那麼，身心之間的統合是否又回到了

身心二元論？我們仍得在此區別與二元論的差異，現象學揭示出沒有什麼是具體

存在的單獨心靈與單獨的身體的東西，於是也沒有心身二元調合的問題。因此，

現象學試圖懸擱既有的前見回到它們之前「回到實事（Sachen）自身」，這並沒

有消解什麼，反而還原了事物該有的原貌，並且也不是傳統身心二元論問題的框

架思考，如此我們不該將其納入為傳統哲學概念的「一元論」及「二元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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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最主要使筆者好奇的是以人們日常觀察所得來的看法下，例如：我們

也都熟悉自我支配著物體的經驗，或者笛卡爾也採用經驗觀察描述了心理與生理

間的互動(饑餓、緊張、恐懼的精神事件與肉體事件之間相互影響關係)，那麼為

什麼那麼迥異於現象學描述得來的結果115，如果兩者都是一種經驗觀察的話。透

過現象學回到生活世界對於心靈與身體的考察上，才會驚覺到我們是那容易受到

前有的框架在看待這個世界，如同胡塞爾在前科學的世界的經驗中已經將物體與

心靈原則上等同起來了。或者，科學觀點「流入」到前科學的世界中，我們理所

當然地接受自然科學的觀點與框架來理解這個世界，並且是那麼輕易地「毫無察

覺」。筆者以為由於我們的態度都「太快」地或某種「自以為是」地下判斷、下

定論，這涉及到兩問題，一是往往受到一套框架或意識型態左右，例如從笛卡爾

以來的身體與心靈的二分影響到後代哲學的整個前提框架思考，到前科學生活中

我們對於它們的看待上，筆者也深深在此困局思想許久，二分的兩者又如何交

流？殊不知自己在身心二分的框架中打轉而繞不出去。這就是思想或觀念的困難

就在於難以突破的前提框架上及意識型態的衝破，此框架是難以被察覺到。胡塞

爾提出「現象學懸擱」的方法指出將前見排除的可能，但往往只成為文字化的說

明，而真正落實在實際的運作上會發現難以執行的不易。筆者認為的反思，唯有

將自己的步調慢下來或者說讓自己靜下來才有可能看見過去沒看到的影響，這是

可能的契機或開端。第二個問題是思維概念化的問題，人們運用語言概念表達思

考，當直接且快速地以「what」概念化設定時，往往會丟失了經驗中豐富的事物

而未貼近事物自身。回到「how」的問題去開展開發，是如何「回」呢有意識地

停下自己的判斷，而後退一步地進行觀察地研究。以上只是筆者一點點的體悟，

並且體認到真理之路是困難與迂迴的，體會到為了證明自己而提出意見與想法往

往只是一種自以為是的態度，需要更多的是沈澱與省察的功課。 

 

5.「心物二元論」與「身心二元論」：純粹意識、心與身 

透過現象學回到實事本身的原則上考察心與身的互動關係，但在心物二元論

段落中之純粹意識為何沒有放進身體在其中呢？或者說，在心物與身心兩者都同

樣點到了「心」，但為何前者不用談論與身體的關係，而後者卻要與身體發生關

係？ 

  
心物二元論主要放在認識論的框架來看，心如何認識到物的問題產生了不可

知論的結果，心靈的認識達不到物質世界，即認識只走到「表象」而不是真正的

                                                 
115 現象學強調的態度不同於自然態度下所觀察到的結果。 



 51

對象自身。胡塞爾現象學首先面對認識論的問題，解決傳統哲學以來的困境，即

以意識作用之主動構成說明了客觀世界，認識可直達對象。在此是一種超驗的反

思態度，在哲學的高度上的理論討論，而並不是自然態度地直接地面對對象。而

之後再回到對於對象或世界的構成上，以忠實於現象回到事物自身態度方法構成

客觀世界。此層次下的世界作為純粹意識的相關項，為自然的寫照（Widerspiel），

胡塞爾在《觀念 II》展現各種存有區域的真實面貌。如果以起點與終點來說明，

認識論問題作為現象學研究的起點，即純粹意識放在起點來看，而構成的世界為

終點，那麼身心二元論的解決則放在終點來看，指出心靈與身體的構成兩者不可

分割。Paul Ricoeur：「它（《觀念 II》）是在《觀念 I》只在原則上且透過一些高

度簡短的例子所提出的方法的應用。」116由此來看，在《觀念 I》是在哲學的高

度上反思認識的可能性，一種理論與方法的建立；而《觀念 II》則是現象學原則

與方法的「應用」，論及自然世界、人的自然（animal nature）與精神世界的構成。

那麼，純粹意識作為構成的出發點與被構成的世界之終點的區別是很明顯的。 

 
也就是，在心物二元論與身心二元論區別了構成與被構成、起點與終點的層

次。前者純粹的層次的被給予方式看作是一種「內在的被給予」，後者本質上不

同於作為超越客體被構造的實在層次。而純粹意味著純粹於身體性，或者從身體

中抽象出來，擺脫身體。胡塞爾：「這樣的自我（純粹自我或精神自我）的住所

不在身體之中。」
117我純粹意識不存在於中身體。而被構造的心靈“具有＂他的

身體，我們曾經在觸覺的觀點下談論過，感覺群分佈在身體中，如此身體作為一

種「主觀的客觀性」（subjective objectivity）的身體，於是感覺與身體緊密地連接。

因此，由於兩者層次不同，純粹意識(起點)不在身體中，而被構成的終點的心（心

靈、人的意識、意志）與身體不同方式地統合，如以上曾提及。 

 

 
 
 
 
 
 
 
 
 
                                                 
116 Paul Ricoeur, Husserl：an analysis of his Phenomenology. Edward G. Ballard and Lester E. Embree.
（trans.）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67, P14. 
117 Ideas II, P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