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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對新論證的批判 

 

 

  根據 Paul Churchland 在其新的論文當中的觀點，他所提供的一個新論證：「動

物認知論證」，其主張動物的認知系統並不是由命題態度所構成的，此外人類的

認知系統與非語言動物的認知系統存在著基本的共同運作原理。因此他認為一但

該論證成功，則就能夠充分地支持唯物消除論的立場。此外，該論證也同時支持

其過去所主張的連結主義認知模型。而由於我相信該論證當中有一些論證上的問

題與瑕疵，因此仍舊無法說服我們接受他的新論證，如此其消除論的立場當然也

就無法再度成立。所以本章便將重點放在對此一論證的批判上，並顯示與論證出

「為什麼」這個新論證沒有辦法成功。首先，在第一節之中，我將要先針對該論

證中之前提所涉及的人類與非語言動物的「共同性」作出批評。揭露出他對於此

論題的誤解。而由於 Churchland 的「動物認知論證」當中認為我們不僅使用通

俗心理學來解釋人類行為，同時也將其同樣地應用在非語言的動物身上，因此第

二節就是要反對這一種說法，並輔以極微主義的反駁觀點。第三節則是側重從「動

物認知論證」所推導出的結論的兩種可能態度，而將之區分成兩種不同強弱的論

題，然後再分別對其作出分析與批判。最後，第四節則是指出從「動物認知論證」

所推導出的結論之後，Churchland 再對該結論所作的三個論證的延伸推廣。我將

列舉出這三個延伸推論，並說明這三個皆是不能成立的。最後再結合我的觀點以

對其新論證的效力作出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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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人類與動物認知共同性的誤解 

  從第三章的第四節當中，我已經針對 Paul Churchland 的新論證：「動物認知

論證」進行了結構上的分析，並確立了其事實上是屬於一種三段式的歸謬論證。

本節便將開始從該論證所假設的前提來進行考察。而為了方便對照，我再將該論

證中的假設前提(premise A)標示如下： 

 

Premise A  人類與一般動物的認知系統都具有相同的基本運作原理 

 

我們知道，Churchland 之所以去假設這兩個不同物種之間具有「相同的基本運作

原理」的原因，主要是因為他認為我們皆以通俗心理學的方式來理解與解釋動物

的行為，而這正意味著，通俗心理學這一種以命題態度為核心概念的解釋方式「居

然」不僅可以應用在人類的行為上，同時也可以跨物種地將之應用於一般非語言

的動物身上。因此他似乎也認為這可以很合理地推斷出人類與非語言動物之間是

有一種「普遍的共同性」存在的。我們可以從下方的引文中看到他這樣的推論： 

 

If animal cognition, like human cognition, consists in large measure in the 

production and manipulation of propositional attitudes, then animals, too, must 

have at least an implicit command of the recursive principles by which the 

logical structure of the propositions in such attitudes is generated. 

(Churchland 2007, p.172) 

 

  由上方的這一段可以得知，Paul Churchland 認為在人類與非語言動物這兩者

之間不僅具有認知與思想特質上的「共同性」，而且支撐這個「共同性」橋梁的

關鍵角色也就是「命題態度」本身。然而，我們首先要提出疑問的是，在通俗心

理學的使用中，是什麼樣的狀態使得他認為「支持通俗心理學的人也會同時認為

命題態度本身也是人類與非語言動物的共同運作原理」呢？因為，使用通俗心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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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來解釋人類甚至是動物的行為並不代表相信該認知系統是由命題態度所構成

的，這是兩個不同的結論。也就是說，運用通俗心理學來解釋時可以一方面去歸

屬意向性態度於該對象之中，而另一方面卻也可以不接受該對象的認知系統是

「真的」由一個個信念態度的語句所組成的。這就代表，假若我們是站在 Daniel 

Dennett 式工具論主義(Dennett’s instrumentalism)的立場下來理解通俗心理學的歸

屬方式，則根據該工具論主義主張，我們之所以用意向性的方式來理解與解釋動

物行為，是因為我們賦予它們一種理性存有者的狀態，因此在這樣的理性存有的

基礎上，只要形構出該對象在該行為上所應該具有的信念或是慾望，我們就能夠

預測概對象所欲達到或是完成的目標。在這樣的信念歸屬下，其不僅是作為一種

意向性態度(the intentional stance)，同時也是一種抽象層次的意向性系統，其強

調的是預測的策略與有效性，而非意向的實在論的觀點。換句話說，當我們替非

語言動物歸屬信念欲望的時候，並不表示我們同時也認為牠們的認知系統也是由

命題態度的實體所構成的，就如同用通俗心理學解釋人類行為的時候，我們這種

規範性的理解並不會與其大腦的真實運作過程，即腦神經的運作過程相牴觸，這

種相對不同的解釋特性，我們可以從 Dennett 以下一段話的宣稱之中看得很清楚

這種區分： 

 

Let’s split them apart and create two new theories: one strictly abstract, 

idealizing, holistic, instrumentalistic – pure intentional system theory – and the 

other a concrete, microtheoretical science of the actual realization of those 

intentional systems – what I will call sub-personal cognitive psychology. 

(Dennett 1989, p.57) 

 

  因此，由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得知，Paul Churchland 可能事先「預設」了支

持使用通俗心理學的人的一種實在論立場。首先第一個是我們雖然會歸屬信念欲

望於非語言的動物的行為上，但並非出自於認定其確實「真的」具有信念慾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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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當我們使用通俗心理學這個解釋方式時，是指我們想以心理語詞的方式來談

論人類的行為而去引用這些心理概念，在這樣的情況下，歸屬本身是被看作為一

種實用性目的(practical purpose)的過程，而在這樣的過程當中，我們也會藉由在

該行為主體所置身的環境中的訊息作為推論與歸屬的基礎來判斷與預測一個人

的行為，所以並不是去指稱那些「實際存在於」該行為主體大腦中的信念或是欲

望命題。至於 Churchland 第二個 Churchland 可能對於通俗心理學立場的誤解，

則是呈現在其認為人類與非語言動物之間應該有認知上「共同性」的部分。先前

已經提過，他認為如果我們可以同樣地將通俗心理學應用在非語言的動物身上的

話，那麼也就代表動物也應該和人類一樣具有語言的遞迴產生結構(recursive 

generative structure)，但既然動物也有這種結構，那麼她們為什麼不能夠學習語

言(或者是最低限度的符號語言)？然而，這個結論並不能成立，因這個推論的問

題在於他也已經預先假設了思想語言假說(language of thought hypothesis)的成

立。因為唯有在這個假說成立的情況下，人類與非語言動物的共同性(commonality)

才有可能，因為只有思想語言假說的支持者才會認為，非語言動物的認知系統之

中必然具有命題要素(propositional component)的存在，畢竟一般支持通俗心理學

的哲學家都僅認為，通俗心理學的應用僅是一種抽象層次的歸屬，其在個體層次

的觀點來把行為主體當作一個整體來看待，而非真的去假設在行為主體的大腦之

中著實存在著思想語言。但 Paul Churchland 對於此立場的理解卻誤以為每一個

支持通俗心理學的人都會同意這種思想語言假說，從而使得他的人類與動物的認

知共同性論證看似合理，但是實際上卻同時預設了正好是消除論立場所一直強調

要取消的命題要素特質。所以我們可以說其所假設的前提 A：「人類與一般動物

的認知系統都具有相同的基本運作原理」本來就不是一個反對消除論者所會支持

的命題。因此動物認知論證的所採取的反證方式的力道也就減弱了。 

  而且，反過來說， Paul Churchland 這種將那些支持使用通俗心理學的哲學

家的立場直接看作為認同人類與動物的認知系統都是由命題態度所構成並從而

去推論人類與動物也應該具有相同的實質認知原理的觀點，其推論很可能已經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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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了通俗心理學的實在論立場。換句話說，Churchland 這種認為可能一般支持

通俗心理學觀點的人也都會認同被解釋對象的認知系統也是由命題態度所構成

的想法，其實只是把反消除論者的立場「弱化」成為一種實在論的立場而已。因

為只有持命題態度實在性觀點的人才會認同他的假設前提。而我們知道，根據實

在論的主張，若去說一個行為主體關於某個對象具有信念或是欲望的話，也就等

於是說在該行為主體的大腦之中有一個心理符號的個例(token)，同時我們一連串

的思想就是這些心理表徵(mental representation)的結果；一個心理表徵就能因果

地導致另一個心理表徵的產生，認知的過程也就是這些個例的心理表徵結果。26因

此基本上，這種意向實在論(intentional realism)的立場，會傾向於認為信念與欲

望這些命題態度都是真實的(real)，並同時具有因果角色(causal role)的功能。也

就是說，人類的行為不僅皆是命題態度所導致的，而且這種命題態度還是實際構

成我們認知過程的主要元素。所以，該論證唯一能夠攻擊的只有實在論的立場，

而不是反對消除論的立場。因為當我們以通俗心理學來延伸到解釋動物的行為

上，不僅並不意味著動物的認知結構與我們相同，同時也不表示認同信念態度的

實質特性。即我們不能以動物與人類之間的某種相似性就一口咬定動物的基本認

知能力也與我們相同，這是過於獨斷論的作法。因此 Churchland 嘗試以該假設

前提作為反證的證據是沒有辦法成立的。 

 

第二節 通俗心理學的應用性－對非語言動物的行為歸因 

  藉由上一節中的分析，我們已經可以知道在其「動物認知論證」所會產生的

困難。但是這些對於該論證前提與結論的反駁，事實上都還是假設「我們的確使

用通俗心理學來解釋與預測非語言動物的行為」這個命題為真的情況下來論述

的。換句話說，並不是所有支持通俗心理學的哲學家也都同時認為，通俗心理學

中的信念慾望解釋方式也同樣的可以應用在非語言的動物上。因為有些哲學家並

不贊同非語言動物是由命題態度模式所構成的，或至少認為，我們根本不須以通

                                             
26 Jerry Fordor 另稱作為心靈的表徵理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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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心理學來解釋動物的行為。這一種針對通俗心理學的「應用性」(applicability)，

即通俗心理學是否除了人類之外，也可以應用於其他那些非語言的動物上的問

題，基本上就存在著兩種不同的看法。因此，接下來在本節當中，除了說明這兩

種不同觀點之外，更將側重在主張通俗心理學不能直接套用於非語言動物身上的

立場，並論證他們雖認為非語言動物的認知運作過程（或稱思想）是屬於非命題

式的性質，但這並不影響她們所支持的通俗心理學的立場，而這正是 Paul 

Churchland 對於支持通俗心理學的哲學家的誤解以及預設的見解。 

  在這兩種對於通俗心理學應用性的不同觀點之中，有一派是認為我們可以歸

屬(attribution)心理狀態於非人類的動物上，而另一派則是持反對的態度。前者認

為我們可以用具語言思想特色的通俗心理學來作為解釋非語言動物的媒介。但值

得注意的是，這一派的哲學家雖認為我們可以用信念慾望等心理解釋方式來理解

非語言的動物，但同時也不否認有些思想類型，一般動物在沒有語言機制的前提

之下是做不到的。即雖然語言並不是思想的必要條件，但包含意向性內容

(intentional content)的思考，也仍必須要以語言作為載體(vehicle)為前提才有可能

成立。換句話說，如果沒有語言作為基礎，則一般動物仍是不能學習到像人類這

般的思想語認知能力的。而後者則是主張動物的認知能力的表現本來就不是透過

命題態度式的架構生成的。如哲學家 Dummett 等人，一般稱其作極微主義者

(minimalist)。這些哲學家會根本地反對 Paul Churchland 所認為我們也將通俗心

理學直接應用於一般動物上的這一個前提。因為他們認為，雖然我們可以去說非

語言動物的確具有「思想」的認知能力，但是這種認知能力所體現出來的類型與

方式，卻是必須要與人類的認知能力給區分開來的。即非語言動物的認知能力雖

然我們可以歸結其為「思想」的一種形式的體現，但其認知思想能力未必一定要

以語言機制來作為其認知運作的基礎。因此他們除了假設對於非語言動物而言，

其是以一種非命題性內容的知覺形態來作為表徵世界的媒介之外，對非語言動物

的理解與解釋同時也可以不需要透過命題態度式的語言而實現的。對於極微主義

者而言，其基本上認為非語言動物的思想與認知的本質是非命題性的。意即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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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 向 於 以 完 全 的 知 覺 形 式 語 詞 (perceptual terms) 與 非 命 題 型 式 語 詞

(non-propositional terms)來說明非語言動物的思想。換句話說，一般動物存在著

非語言思想的可能性。這些認知能力可能體現與包含在像是試誤推理(Trial and 

error reasoning)、心像思考(Imagistic thinking)等等的認知表現當中，而同時也因

為這些知覺形式的認知方式通常都具有細密的(fine-grained)特質，且其本質上是

一種類比式(相對於數位式)的表徵方式，因此才無法被命題表達式給完全與具體

地表徵出來27。 

  根據極微主義者 Charles Taylar 的說法，在解釋非語言動物的行為時，我們

所需要作的只是去發現該動物的行為目標(goal)即可，而不必需要去詳細說明其

內在的信念與欲望狀態(inner purpose)。換句話說，藉由這種目的性質的解釋方

式(teleological explanation)就可以了解動物的行為，而不須歸屬非語言動物的內

在動機狀態。比方說，當一頭獅子正虎視眈眈地盯著一支羊時，極微主義者不會

說那頭獅子慾望著那頭羊，即把他的行為原因歸咎於一種內在的目的，而是會把

這種情況看作是那頭獅子的認知系統與其所處的環境使得獅子才會處在準備獵

捕一支羊的狀態，而也就是這個狀態使得該獅子必須要去滿足其行為的結果(即

補食一頭羊)，如同以下的引文所示： 

 

Thus for instance, we can say that the conditions for a given action, say a 

predator stalking his prey, are (1) that the animal be hungry and (2) that this be 

the “required” action, i.e. the action in his repertoire which will achieve the 

result – catching his next meal. The condition of an event B occurring is, then, 

not a certain states of P[an inner purpose], but that the state of the system S and 

the environment E be such that B is required for the end G, by which the 

system’s purpose is defined. 
                                             
27 哲學家 Bermudez 把這種極微主義觀點歸結為四種共通的特性，其分別是 1.context-bound、

2.Pragmatic and dynamic、3.perceptually vehicle、4. Unstructured。詳細細節可見 Thinking without 
Words. Philosophy of mind ser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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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ylor 1964, p.9-10) 

 

  雖然極微主義的研究取向可以用來描述一些非語言動物的認知與思考行

為，但卻未必能夠對非語言動物的行為提供一個完整的說明。然而，姑且不論其

論證是否成功，重要的是他們就算是認為非語言動物的思考方式可能是知覺而非

命題式的，但並沒有反對當我們在解釋與預測人類行為時，也能是使用一種命題

意向性的心理解釋方式來達到理解的目的。換句話說，使用通俗心理學解釋人類

行為與不用通俗心理學解釋非語言動物之間並沒有衝突。此外，他們的主張的目

的在於直接避開以命題性的型式來解釋非語言行為所會產生問題，即「非語言動

物是如何能夠具有命題性思想內容(propositional content)的狀態」的困境，因為

極微主義只允許對非語言動物的最低限度的心理解釋，但是這絕對也不表示他們

對於使用語言的動物（人類）也是採取同樣的立場。對於他們而言，只有人類(使

用語言的動物)才能夠用通俗心理學來作為解釋的途徑，畢竟人類的思想本身也

具有部分命題組成結構的特性28。 

  從以上的論述可以得知，對於是否我們可以用命題態度來描述非語言動物的

行為的問題本身，都是一個具爭議性的問題。這意味著，並不是所有支持通俗心

理學的哲學家都會認同以命題態度這種心理解釋(psychological explanation)的形

式來理解非語言動物的行為，這本身是就一個很大的問題。但是，Paul Churchland

在其「動物認知論證」當中，卻將我們仍透過通俗心理學的方式來作為理解一般

動物的基礎作為前提，預設了所有支持通俗心理學的人同時也都會認同這一個原

本尚存在爭議的命題，而直接將這個命題偷渡到他的論證前提之中，從而推導出

人類與一般非語言動物的認知系統也應該都具有相同的基本運作原理的結論。因

此從這個批判角度來看，其仍然不是一個有效的論證。 

 

                                             
28 雖然極微主義的主張也有不完善且遭受批判的地方，但在本節之中將略過不討論其對非語言

動物認知與思考的說明不足之處。 



 67 

第三節 「動物認知論證」蘊含的兩種強弱態度 

  從上一節中對 Paul Churchland 的「動物認知論證」當中假設前提(premise A)

的分析之後，我們可以知道構成該結論的第一個前提，也就是認為「人類與非語

言動物的認知系統都具有相同基本運作原理」的主張，其實是沒有辦法成立的。

但是，就算我們接受這樣的假設前提，即去假設該前提是真的是反消除論者所會

支持的命題，我們仍然可以去質疑其「動物認知論證」的有效性，而這就要從該

論證中所得出的結論開始談起了。首先，經由該「動物認知論證」的推論，我們

可以知道 Churchland 所希望得到的結論，同樣為了方便對照，我把該論證中的

結論(Conclusion)標示如下： 

 

Conclusion 一般動物的認知系統並不是由命題態度所構成 

 

然而，我們雖然已經知道其「人類與動物本身的認知系統皆不是由命題態度所構

成」的宣稱，但是我卻發現 Paul Churchland 對於「通俗心理學」、「人類認知」

與「動物認知」這三者之間相互的關係，至少存在著有二種不同強弱的態度，而

這兩種不同的態度也會影響他的結論的可能蘊含。因此，接下來除了說明這兩種

不同強度的預設究竟是什麼之外，同時也要論證，不論是強論題還是弱論題，其

都不足以支持該結論的成立，因此該論證仍不足以說服我們支持他的宣稱。首

先，最強的宣稱是認為，在通俗心理學的觀點下，人類與動物的認知系統皆是由

命題態度所構成的。如以下的引文所示： 

 

The Strong Thesis 

…Now, by the lights of folk psychology, animal cognition, no less than human 

cognition, consists in large part in the appropriate occurrence and administration 

of the various propositional attitudes. 

(Churchland 2007, p.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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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裡，我們要注意的便是引文中所說的構成(consist in)究竟對於 Paul 

Churchland 而言是具有什麼樣的意涵。從該篇文章的上下文之中，我們可以發現

他對於這個構成概念的兩種不同意義。第一個是把人類與動物的認知能力皆是由

命題態度所構成的這個命題看作是一種抽象實體(abstract entities)29，根據這樣的

看法，人類與非語言動物不但是被看作為是去知覺某個意向命題、去相信某個意

向命題、以及去欲望某一個意向命題之外，而且使用通俗心理學來解釋人類與動

物的行為本身也被看成為一種對命題態度的認知構成的一種反映。而第二個意義

則是把命題態度的構成看成為一種實質的實體，它可以成為一個認知系統的實際

構成內容，一種被特定推論規則所運作的內在態度(internal attitudes)。然而，除

了第一個意義與第二個意義之間是不相容的之外，第一個意義也與他想藉由連結

主義模型來論證人類與動物的認知系統的說法是有矛盾的。因為，假若他只是認

為這種命題態度的構成只是一種對人類與動物行為的抽象歸屬，那麼他就不能夠

要求非語言動物必須要與人類一樣也具有某種程度的語言遞迴產生結構(因為我

們對非語言動物也都同樣地採取通俗心理學的解釋方式)。也就是說，他雖然一

方面宣稱只把通俗心理學當作抽象的實體，但是卻又在論證當中以實質實體的觀

點來作為論證的基礎。而最明顯呈現，莫過於他將以實質命題態度作為主要構成

要素的人工智能模型來和以生物性大腦(biological brains)為基礎的類神經連結模

型之間的運作效能來作比較，並藉以證明人類與動物的認知系統當中並沒有命題

態度的性質存在30。如果 Paul Churchland 真的認為命題態度只是一種抽象實體，

那麼他又為何要以此例證來說明認知構成的非命題性？因此，我們或許可以去說

                                             
29 這可以從他以下這一段話看出來：“The central function of language, is widely thought to be the 
public expression of propositions. These abstract entities have a complex but well-behaved 
combinational structure, a structure reflected in the grammatical structure of the sentences used to 
express them.” 
30 在該論證的末尾中，他這樣說道：“When we look inside the brains of intelligent creatures widely 
supposed to manipulate propositional attitudes, we find nothing of the sort. Rather, we find a very 
different system of representation and computation, one with many powerful and intriguing features of 
its own, one that is uniform in its basic rationale across the entire animal king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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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rchland 其實對於命題態度的理解很可能較趨近於第二種構成意義，而不是第

一種構成意義。 

  所以，根據其較強的宣稱，即「在通俗心理學的觀點下，人類與動物的認知

系統皆是由命題態度所構成的」以及其對於構成觀點的看法，我們可以將這個宣

稱轉換成為另一種說法，即只要我們承認通俗心理學的存在、或者是使用通俗心

理學來作為解釋與預測的手段，那麼我們也就同時承認不僅是人類、相同的動物

的認知也是由信念慾望所構成的。然而這似乎是個過激的宣稱。因為其直接將使

用通俗心理學本身等同於承認命題態度的實在性，而且其中的蘊含也會導致以下

幾個困難：第一個是，因為我們可以既支持使用通俗心理學的概念而又不去假設

人類與動物皆是由命題態度所構成。如若我們採取的是一種個體層級(personal 

level)的解釋方式來解釋非語言動物與人類的行為，甚至若是按照工具論的說

法，我們是出於它的便利性才去使用他，則就不會有這種困境。在個體層級的解

釋概念下，我們僅將個體視為一具有理性的存有者(rational agent)，並以規範性

的概念(normative conception)為取向來解釋與理解個體行為的層次，由於個體大

體上會根據理智來作為行為活動的基礎，因此我們才會歸屬信念及慾望於一個行

為者的行為當中，以便解釋其行為本身的目的與原因。因此我們也可以說，在這

一點上，他混淆了歸因(ascription)與實際構成之間的差異，從而導致他將個體層

級的解釋方式直接等同於亞個體(sub-personal level)的解釋方式。但或許，我們可

以理解為何 Churchland 會認為這兩者之間(歸屬信念與實際構成)是沒有區別的原

因，這可能都是導因於他所採取的化約論立場。由於 Churchland 本身較著重於

亞個體層級解釋的有效性，而忽略了個體層級的解釋的必要性，使得他的唯物消

除論主張也直接和個體/亞個體層級的區分(personal/sub-personal distinction)不太

相容。不過，與其說不相容，倒不如說在他的消除論立場之中，有沒有個體解釋

這一個層級的存在是不重要的。畢竟他認為我們單以亞個體層級就能夠用以解釋

人類的行為了，這種將人類的行為化約成微理論科學層次的解釋層級、並藉由內

在系統的組成元素間的互動來說明人類行為的腦神經科學理論，就已經足以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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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類的行為了。因此，他才有足夠的理由來取消通俗心理學31。第二個是我們可

以去質疑其合理性，因為我們並沒有用通俗心理學來解釋非語言的動物，而這一

個部分已經在上一節之中作深入的說明過了。 

  接著，比較弱一點的蘊含則是他主張，當我們在使用通俗心理學於非語言的

動物身上的時候，我們「至少假定」一般動物的認知是與我們相仿的，所以我們

才會將通俗心理學也直接應用於那些非語言動物的行為解釋上。如以下的引文所

示： 

 

The Weak Thesis 

…At least, that is how all of us reflexively presume to understand, explain, and 

anticipate animal behavior. We apprehend it in the same ways we apprehend 

human behavior. 

(Churchland 2007, p.171-172) 

 

  假如按照此弱版蘊含的說法來理解他的結論，則其結論「人類與動物本身的

認知系統皆不是由命題態度所構成」也就是說，當我們在使用通俗心理學來解釋

非語言動物的行為的時候，這就已經反映出我們對於非語言動物的認知能力基本

上是假設與人類相似的。因為對於 Paul Churchland 而言，這樣一種理解非語言

動物的方式也正代表著我們同時承認非語言動物的認知系統與我們人類的認知

系統的基本運作原理是相同的。而從上方的弱論題中，其認為就算是採取最低限

度的理解非語言動物的方式，我們也無法擺脫使用通俗心理學的情況，但這似乎

預設了除了使用通俗心理學以外，我們沒有的其它的方式來解釋非語言動物的行

為，所以這也是一個令人質疑的論題。 

 
                                             
31 在其他的哲學家的觀點中，個體解釋層級與亞個體解釋層級是具備相互互補與互動的過程，

即腦神經科學與心理學仍是互相需要的；腦神經科學需要較高層級的心理學來對詳述整個系統的

運作過程，而心理學也同樣地需要較低層級的腦神經科學來對微觀的結構進行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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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結論中的三個延伸推論 

  本人認為，Paul Churchland 把從非語言動物其認知運作的非命題態度性質的

結論，延伸到唯物消除論得以證成的論證過程之中，存在著三個論證上的跳躍。

第一個是他從非語言動物認知運作的非命題態度性質直接推論到人類與非語言

動物的認知系統皆不是由命題態度所構成的；第二個是從認知系統的非命題態度

性質直接推論到認知系統的連結主義本質；第三個則是他又從認知能力的連結主

義本質直接推論到唯物消除論得以證成的結論。因此本節將主要指出他在對「動

物認知論證」結論所作的這三個延伸推論的不合理性。 

 

第一個過度推論： 

 

Antecedent 假如非語言動物的認知系統並不是由命題態度所構成 

Consequent 則人類與非語言動物的認知系統皆不是由命題態度所構成 

 

  上面第一個過度推論的前項(antecedent)是 Paul Churchland 由其「動物認知

論證」當中的結論所得出的命題。而以這個命題為跳板，它便得出另一個看似合

理、即上方條件句中的後項(consequent)「人類與非語言動物的認知系統皆不是

由命題態度所構成」的結論。對於 Paul Churchland 而言，即使像人類這樣高等

的生物，其基本的認知運作機制也仍與一般動物並沒有什麼不同。因為除了從神

經解剖學(neuroanatomy)與神經生理學(neurophysiology)的角度來看待一個成年

人的大腦時，其訊息處理系統(information-processing system)和其它哺乳類動物是

相似的之外，他也援引腦部遭受創傷的廣泛性失語症(global aphasia)32患者的例

子，認為即使是在這樣的狀況下，雖然該患者已經完全喪失了理解與生成語言的

能力，但是依然能夠在其他認知活動的領域中保有高度智力的表現。所以，雖然

                                             
32 指該患者兩個語言特化皮質區域：布洛卡區(Broca’s area)與溫尼基區(Wernicke’s area)皆造受創

傷的失語症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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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類能夠精通語言這一個認知能力，但是除此之外其認知運作本身的獨特性其實

並沒有我們一般所想的那麼地不同的。 

  而對於這樣的一種推論，我認為是令人懷疑的。因為我們知道，人類之於其

他物種的最大差異就在於語言的使用上（這是 Churchland 也會同意的說法），但

就因為是如此，所以有許多的認知活動在沒有語言的基礎下是沒有辦法進行的，

至少在最低的限度下，操弄符號(symbols)的認知過程正是語言認知與非語言認知

之間最顯著的質上而非量上的差異(qualitative rather than merely quantitative)的主

因。因此就從這個角度的考量下，Churchland 拿廣泛性失語症的案例來作為論證

的橋梁是不公平也不充分的。畢竟他的延伸推論指向的是「人類的認知系統」，

而不是「失語症患者的認知系統」，因此就算失語症患者在喪失語言能力的情況

下仍然「似乎」能夠執行某些認知行為，這也只能夠說明人類在喪失語言之後與

非語言動物之間的認知能力某種程度上是相似的，但這並不代表著一個能夠正常

使用語言能力的人類的認知系統是可以與非語言動物的認知系統的基本運作構

成是相似的。而且既然由於人類認知系統與動物認知系統在「本質上」是不大相

同的，那麼也就更無法從動物的認知系統的非命題態度性質來直接跳躍式地推論

出人類也不是由命題態度的性質所構成的結論。相反地，這反而只能顯示出人類

表徵的特殊性以及與非人類動物其認知表徵的差異性，以及它們之間的不同認知

運作與表徵的系統，但卻並不能夠證明人類的認知系統也不是由命題態度的性質

所構成的主張。 

 

第二個過度推論： 

 

Antecedent 假如人類與非語言動物的認知系統皆不是由命題態度所構成 

Consequent 則人類與非語言動物的認知系統皆可能是由類神經網路的連    

        結主義模型所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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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來，在上面第二個過度推論中的前項「人類與非語言動物的認知系統皆不

是由命題態度所構成」的命題，便是 Paul Churchland 再從上述所提及的第一個

條件句當中所得出的結論。他認為假設該命題若為真，則他又進而認為物種的認

知系統就很可能是由類神經網路的連結主義模型所構成的。他的理由是認為，既

然人類語言不能夠作為對我們大腦基本元素與構成的一種反映，那麼我們又有什

麼理由去相信其他物種的大腦與認知狀態是由命題態度所構成的呢？畢竟當我

們查看各個物種的生物性大腦運作過程的時候，事實並不是如此。所以最能夠去

反映物種認知構成的方式，也只有類神經網路模型與連結主義而已。因為類神經

網路模型是藉由「模擬」大腦的真實運作過程所形成的理論，所以其當然能夠正

確地表徵生物性大腦的實際構成本質；而也正因為連結主義理論的觀點能夠解釋

神經元之間與神經傳導素等分子細微的強化與抑制機制，所以它才有能力作為一

個充足的解釋理論。 

  雖然我們先前已經針對 Churchland 的第一種蘊含的條件句的結論：「人類與

非語言動物的認知系統皆不是由命題態度所構成」進行了批判，但就算我們在這

裡忽略其論證上的跳躍，而再將焦點放在這個條件句的推論上，則這個推論仍然

是不能成功的。因為我們知道，就算人類與動物的認知系統可能並不是由命題態

度所構成，但這也並不代表其就會是以一種連結主義的模式所構成的。而之所以

這樣說主要是因為連結主義模式(connectionist model)其本身似乎也有一些解釋

力不足之處。比方說，連結主義模型其雖然強調透過節點激發的學習特性，其能

夠執行許多認知活動，但是它的研究範圍卻也僅限於此。而且連結主義模型本身

似乎也抽離了大腦當中某些中要的特徵，例如像是神經傳導素(neurotransmitters)

與賀爾蒙(hormones)之於大腦運作的整體效果的這種化學變化特性，連結主義模

型就無法說明與實現在該研究的成果之中。因此既然其沒有辦法解釋這種現象，

那麼我們也沒有充足的理由去相信連結主義模型會是「唯一」的一種解釋認知系

統本質的理論。因此人類與非語言動物的認知系統皆不是由命題態度所構成的前

提也仍無法直接得到物種的認知結構都是以一種連結主義的類神經網路模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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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的結論。 

 

第三個過度推論： 

 

Antecedent 假如人類與非語言動物的認知系統皆是由類神經網路 

        連結模型所構成 

Consequent 則我們就可以取消通俗心理學，唯物消除論也得以證成 

 

  最後，根據在上面第三種條件句中的前項「人類與非語言動物的認知系統皆

是由類神經網路連結模型所構成」的命題，Churchland 便認為他就可以順理成章

地得出唯物消除論得以證成的結論，我們來看看他在〈唯物消除論的演化命運〉

這篇論文當中的最後一段話： 

 

Folk psychology looks increasingly like another old friend: Ptolemaic astronomy. 

It serves moderately well for predicting a very narrow range of phenomena as 

seen from an extremely parochial perspective, but it badly misrepresents what is 

really going on. There is no crystal sphere that turns about us daily; we are not 

the center of the universe, neither astronomically nor cognitively; and human 

cognition does not consist in the crunching of sentence-like states according to 

structure-sensitive rules. 

(Churchland 2007, p.180) 

 

  上述這段話也就表示著，Churchland 他認為由於我們過去一直歸屬命題態度

到我們自身的認知狀態上，並以這樣的心理語詞來解釋我們以及他者的行為，而

從這樣子的角度，即只以人類這一種會使用語言的物種所特有的認知特性與語詞

來作為解釋方式的角度，其認為這終將是沒辦法反映出大腦認知的真實運作過程



 75 

的，因為信念欲望並不是驅動我們認知活動的要素，所以我們的認知系統當然也

不會是由類似語句狀態(sentence-like states)的規則所「構成」的。因此他不但認

為唯有連結主義模式的理論才能夠「真正」地描述生物性大腦的真實運作過程，

同時通俗心理學本身看起來也越來越像是過去一些已經被淘汰的舊理論，而且又

只能夠預測範圍非常有現的現象，因此唯物消除論還是站得住腳的。而我們當然

清楚地知道 Paul Churchland 寫這篇論文的真正目的，就是除了想要透過「動物

認知論證」來反證出人類與動物的認知系統皆不是由命題態度所構成的之外，他

還想要藉由這樣的結論延伸與推廣到人類與動物的認知系統是由動力識別處理

(vector coding process)的過程所構成的。此外在他看來，為了要說明這一種過程，

我們唯有以類神經網路連結模型來作為描述的理論，也才能夠知道大腦的真實運

作過程，並從而使得通俗心理學將被迫取消與被取代。但是，他這樣的論證思路，

我們已經經由先前的論述之中予以反駁了。即一方面 Churchland 他錯誤地假設

人類與非語言動物這兩個不同物種之間具有相同的基本運作原理，從而使得他得

出「一般動物的認知系統並不是由命題態度所構成」是一個合理的反證邏輯之

外，另一方面他也過度地延伸與推廣他這個論證的結論，並將其與連結主義理論

以及唯物消除論的證成給聯繫在一起，從而造成推論上的跳躍與薄弱的關聯性，

因此總結來說，Churchland 的新論證仍是有爭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