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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梅洛龐蒂談身體的空間性與運動性 

楊在〈像女孩那樣丟球〉中，綜合了梅洛龐蒂的身體理論與西蒙波娃對女

性處境的立場，其中她挪用《知覺現象學》裡活生生身體的存有架構，特別是

身體在運動性與空間性的表現，她以此做為理論藍本，對照分析陰性身體所顯

現出呼應與背離的矛盾模態。因此，我們首先將進入《知覺現象學》的討論章

節中，理解梅洛龐蒂如何闡釋我們存有身體在運動和空間上的現象與意義。對

梅洛龐蒂來說，我們知覺和運動的基本結構不可脫離空間性，「現在梅洛龐蒂繼

續從事對空間性考察的描述，因為所有活生生知覺的首要條件就是空間性」，27 

理解身體空間以及身體與外部空間的關係，也就是理解我們與世界互動的基礎

關係。透過梅洛龐蒂對身體空間性和運動性的描述，同時能略探《知覺現象學》

中對身體的勾勒與立場，以及作為一個身體主體我們如何透過身體展開存在活

動。 

第一節  身體圖示 

梅洛龐蒂首先提及身體在空間活動中如何作為一個有機整體，我不是分別

的感知我的頭、我的手、我的腳座落在空間中哪一個向度裡，也不是將身體理

解為各個器官的組合與並列，身體是在相互包含中呈現，所以我感覺到小腿的

時候，不需要思考著小腿下方是腳踝、上面連著的是大腿，對我們而言，當腳

的意象出現時，感知或圖像都是相互關連共現的。我擁有我的身體並直接地感

知掌握它們的位置，這種感知不通過任何的測量或探究，而是直接的在一種「身

體圖示」之中掌握，「我的整個身體不是在空間中並列的各個器官的組合。我在

一種共有中擁有我的整個身體。我通過身體圖式得知我的每一條肢體的位置，

因為我的全部肢體都包含在身體圖示中。」。28 

對於身體圖示的理解，說明我們能在每個時刻中掌握和理解身體經驗，包

                                                 
27 Langer, Monica M.: Merleau-Ponty’s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a guide and commentary. 

Hampshire: Macmilliam press,1989. p.39. 

28 PHP, p.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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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身體受刺激的位置，以及身體內在經驗的相互關連，這種對當前身體感受的

意義給予和解釋，便是身體圖示作用的關鍵之處。但是，透過對身體圖示進一

步的闡述，將說明對身體不同層次的理解，在傳統心理學上，身體圖示意味著

身體對各種刺激反應的表象集合，是在循環性的經驗事件中做出的習慣性連

結，身體圖示就是一種身體對各個刺激留下的紀錄總和。但是這種解釋便無法

說明allocheiria的例子，29 因為如果身體圖示只是一種由各個部分連結而起的事

實性集合，那麼應該是忠實的反映出外在刺激的結果，顯然這種機械論式的身

體觀不能解讀出身體的複雜向度。格式塔心理學家超越這種純粹連結的定義，

將身體圖示理解為具有內在整合與理解能力的有機整體，身體的關連與不是一

種外在事實的紀錄，而是在身體內在交互感覺中產生統一性，這種統一性不來

自經驗過程中實然的總和拼湊而起，而是具有一優先於部分的整體對身體進行

全面的籌畫，在此獨特的規律下這些經驗才具有內在統合的可能，身體圖示即

是格式塔心理學家所稱的「形式」（form）的概念。 

心理學家賦予身體圖示主動的意向性，意即身體圖示不只是客觀身體的複

本，或是對身體各個部位的整體感受而已，身體圖示是具有整體的獨特律則，

能根據目的做出全面的籌畫，理解和轉換出身體的空間與圖像，使個別的刺激

具有被統合的可能，換言之，對於allocheiria的病患，問題不在於他們客觀身體

接受的刺激為何，而是病患身體如何決定這些刺激。因此身體圖示乃是一種有

機的整體，由患者身體與其環境之間產生的關係決定身體回應出的姿態。但是，

以優先於部分的形式來理解身體圖示，這個具有整體的身體概念如何源起？在

疾病感缺失患者30 的身體圖示中，殘廢的手臂顯然就不在他的身體圖示裡，要

進一步說明不來自於其各部分的整合的整體感知從何出現，應該有一個更具動

力 (dynamic) 對身體圖示的理解。 

從上面論述我們已經理解到，當我們以一個整體來看待身體圖示，這個整

體的樣式並不是拼湊而成，但同時也不是天生而成的固然存在，身體的活動不

是在一個已先有的恆定完整圖示中做出回應，而相反的是根據其目標和對象進

行整合，也就是說「身體的空間性不是像外在客體或空間知覺，它不是位置的

                                                 
29 梅洛龐蒂引用的一種病例。患者左手受到刺激，但他卻在右手感覺到刺激。梅洛龐蒂欲藉此

說明身體內在的意義系統會關連到外在的空間意義。 
30 梅洛龐蒂所舉的一種病例，指的是那些因為肢體癱瘓的病患，雖然仍保有肢體和肢體的生理

機能，但卻感覺不到它們的知覺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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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性，而是處境的空間性。」，31 它不是現成的完成品，而是朝向其任務與

籌畫的存在，因著對於處境的理解與世界的回應，主動整合出的有機整體。但

是這個主動整合的動力根源又是什麼？在幻肢 (phantom limb）32 或allocheiria

的案例中，病患不是在身體完全有意識有意義進行解讀後，做出的判斷與籌畫，

「它並不發生在意識的層次上，不是患者在深思熟慮各種可能性後，決定採取

的立場。想要有健全的身體，或拒絕不完整的部分，這種意念不是為己的被闡

述而出，以為被截肢的手臂存在或以為殘廢的手臂不存在，這些都不是『我

想…』」，33 要進一步說明身體如何在對目標和處境的投射中形成身體圖示，關

連著身體在活動中與其週遭空間的關係。所以，梅洛龐蒂更進一步賦予身體圖

示哲學意涵，身體是所有圖形背景結構得以被主體認識的基礎，所有的圖形都

必須在外在空間和身體空間的雙重視域中才能被意識到，而這個身體空間不是

抽象的在意識思考層次上建立而成，因為對象的意義是以我的身體做為基點，

透過身體活動的開展，在我所置身的空間與身體之間發生意義的連結，身體圖

示正是在這種實踐的層次中建立出「被定向（orientated）的空間」，也就是在身

體活動中，對象被放進我的身體與世界之中，形成一個相互滲透與具體化的體

系，世界的意義也被相應帶出，作為刻畫身體存在意義的視域。因此，梅洛龐

蒂將身體圖示更進一步植根在具體的生存意義和處境中，意義和空間的轉換是

來自於身體如何介入其中，在前個人具理解力的投射中主動的定向出背景或圖

形，身體空間和外在空間形成一個實踐系統，身體的空間性是在行動中展現出

來。「假如身體空間和外在空間形成一個實踐系統，首先在背景中出現的或許是

我們行動目標的對象，或是讓背景顯現出來的空白，只有在行動中我們身體的

空間性才會存在，並且對於我們自身活動的分析應該使我們對其有更好的理

解。」34 ，身體圖示的動力根源正是在此身體寓居 (inhabit) 於空間之中，朝

著其目標和任務，在具體行動中決定與周遭世界的關係，透過身體運動主動擁

有、定向出圖形和背景結構。因此，梅洛龐蒂才說：「最終身體圖示是宣稱我們

身體在世存有的方式」。35 

    在日常生活中，當我們在看某物的時候，必定是在某個背景-圖形的結構中

                                                 
31 PHP, p.100. 
32 梅洛龐蒂所舉的一種病例，指的是那些因為意外或截肢手術而失去手臂的患者，卻仍然會感

覺到它們的存在，或甚至會試圖繼續使用失去的肢體來活動。 
33 PHP , p.81. 
34 PHP , p.102. 
35 PHP , p.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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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知覺活動，例如說我看到有一個人從對街走過來一邊向我這裡招手，我確

定自己不認識他，所以我轉過身去看看身後有沒有人，原本在我背後不被我注

意的路人，這時候轉成在我眼前出現，我明白剛剛在我眼前的人是在和他打招

呼；而突然我聽到高空有聲音傳來，我抬起頭來，原先作為這些視野的背景是

一整片天空，但是當我轉移目光焦點後，天空從背景成為我的目光中心，我注

意到天空烏雲密佈可能要下雨了。 

在我自身的舞蹈經驗中，更明顯可以察覺身體掌握著介入與決定意義的關

鍵能力，同時身體和空間的意義關係是在實踐系統中被定位。在跳舞的時候要

做到好的旋轉，目光必須能準確「定點」(spot)，也就是找到客觀空間中一個點

保持在迴轉中對它直視，透過目光的定點減低視線糊成一片而暈眩的機會，當

我進行有位移的旋轉，例如以轉圈的方式繞行一個圓周，每一個轉回身的瞬間

我都必須立刻在空間中攫取一個新的定點作為轉圈的定向，但是這個定點並非

是客觀空間中穩定的方向位置，而是隨著我每一個圈身體擺動的幅度、轉身的

方向，由我的身體在運行中決定要去的方位，換言之如果我們以空間丈量來看，

點應該均勻散佈在四面，但實際上當我運轉的時候，點始終依隨著我的身體的

朝向，並且因著我身體的速度與旋轉幅度，從我的身體畫出空間的圓。另一個

例子是，在舞台上許多姿勢是身體朝向 45 度方位角，如果每個舞者都以客觀空

間中固定的四個角落來決定面向斜角的方位，結果是群舞的隊伍會顯得異常凌

亂，因為後排的人身體轉向幅度會與前排的人有極大差異，觀眾看到的不是不

同身體的同一個面向所形成集體的整齊美感，反而每一個手勢、出腿會因為角

度完全不同而混亂。因此，真正的定位方式是來自於個人身體的定向性，我的

身體就是我決定方向的基點，從我自身正面的定點轉向 45 度角以定出我身體方

位的斜角位置，而不是所有身體共同朝向同一客觀空間的斜角。 

第二節  史耐德病例 

為了更進一步還原我們身體的運動和空間性，梅洛龐蒂引用了一位在一次

世界大戰中受傷的士兵史耐德 (Schneider) 作為討論的重要病例。史耐德由於

在戰爭中腦部受到傷害，因此他在身體活動上產生障礙，他只能進行一些具體

的活動，也就是每天日常生活中具有實用性的功能活動，他可以直接觸摸被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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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叮咬的部位，可以從口袋中掏出手帕擦鼻子，甚至他也可以完成縫製皮包的

全部流程。但是，他無法進行抽象運動，身體的位置對他而言是陌生而斷裂的，

在閉上眼睛的時候，他無法指出身體的部位，也不能夠接受指令做出舉手之類

不與實用目的直接關連的動作，只有當他認真的看著、努力的運行，才能完成

這些動作。 

一、具體活動的可能  

史耐德的病例，首先值得被討論的問題是：為何某些面向有所障礙的病人，

卻能毫無困難的完成具體活動？傳統經驗心理學將身體空間視為客觀世界中確

切的據點，身體如同受刺激的部位，都屬於位置 (position) 的表象，是客觀空

間中某個實在的地點，但是事實上病人的身體卻顯示出不同的身體空間，現象

身體作為熟悉活動的根源地 (matrix) 與純粹客觀空間性的身體並不相同，所以

病人可以完全無困難的完成日常的例行活動和工作，因為對病人來說「他的身

體是他作為進入熟悉環境的工具，而不是無動機和自由空間思維的表達工具」，

36 身體空間不是純粹客觀式的，正如同之前所述身體空間是一種處境的空間，

是在處境中朝向任務做回應的有機整體，史耐德的病例正說明了這種回應處境

的能力，並非僅來自於智性的認知或判斷，而是現象身體置身在其處境中，在

每個當下都會與其處境形成一個相互關連的整體，建立起有所定向的身體圖

示，因此病人可以不經摸索直接觸碰到被蚊子叮咬的地方，「因為作為”有搔癢

能力的手”和作為”被搔癢的點”之間，有一種直接的經驗關係在我們身體的自然

系統中呈現。整個的行為都是在現象的領域中發生，而沒有透過客觀世界。」。

37 因為病人並沒有喪失這種身體在現象世界中最直接基礎的的關連整合能

力，所以他不需要「辨識」身體在客觀世界中的位置與關係，也能夠回應和掌

握具體的處境，因此病人能夠順利的完成用針線縫製皮件的工作，也是因為這

些物件組成了一個明確的情境，要求病人完成任務，「身體就是在主體與其世界

系統中的一個元素，要被執行的工作透過一種遙遠的吸引力從他那裡牽引出必

要的活動，如同工作中在我的視覺域裡從我這裡牽引出的現象力，不需要經過

任何計算，運動的反應就會在它們之間建立起最有效的平衡，或是做為我們社

群的慣例，或是我們聽眾的背景，立刻從我們這裡引出適當的話語、態度和音

                                                 
36 PHP, p104. 
37 PHP, p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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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38 具體活動的完成，正是因為身體能夠與周遭處境形成一個互動整體，

這種能動的根源不來自於主體明確的對周遭世界進行定義判別，而是身體投入

於目標情境中與周遭發生的整合，所以史耐德在假設情境中無法指向自己的身

體，當他處在一個旁觀者的角度，他才相信先前的叮咬是被感知到，手是在客

觀空間中移動，他也才驚訝自己無法完成指令動作。 

二、抽象活動的可能  

   理解了史耐德為何能夠完成具體活動，接著要問的是：為什麼對於抽象活動

他會束手無策呢？如果在蚊子叮咬的狀態下，他可以直接伸手觸碰被叮咬的地

方，那為什麼在一個實驗情境中下指令要他指向自己的手，他卻必須先「尋找」

手在哪裡，才能吃力的移動自己的身體？我們知道在前者情況中史耐德能夠正

常反應，是因為他並沒有失去在前反思中對身體能動性的認知，然而後者情況

下病人的身體對他自身而言，是客觀化對象化，回到一個反思運作對身體進行

判讀的，對正常人來說這種情況並不困難，實驗情境很容易被想像操作，我們

可以任意設定一種情境，開放我們的身體朝向這種「潛在的可能世界」，這正是

抽象活動和具體活動的分別，「具體活動和抽象活動的差別在於：前者的背景是

被給出的世界 (the world as given)，後者的背景則是被建立起 (built up) 的世

界。」，39 具體活動在我們真實存在的生活世界中，依賴著許多共同構造相互

交織而成的被給出背景，而抽象活動的背景卻是在我們真實世界中可被發展出

的可能世界，它的背景是有賴主體投射的某些設定情境，這些活動的區別，在

一般人不一定顯著，因為我們的存在活動是相互融入的，我們隨時可以在具體

活動中加入抽象活動的運作，隨意的對不同的語言和想像情境開放（在聚餐的

時候，我們常常會吃飯吃到一半，隨時中斷講起一個背景為虛構的笑話），也可

以隨意的從抽象活動中抽離，但是史耐德可以執行具體活動，卻無法達成抽象

活動，他損傷的是什麼樣的功能，會造成抽象活動的困難呢？ 

存在我們和病人之間的功能差異，並非是運動機能的損傷，或者智性能力

的失去，因為史耐德可以在具體活動中如常運作，他實際上也瞭解這些指令的

意義，他之所以無法進行這些抽象活動，核心問題在於他缺乏投射能力 

(projection) ，「他所缺乏的不是運動機能或思維，而是我們必須認識到：『作為

                                                 
38 PHP, p106. 
39 PHP, p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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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人稱過程的運動』和『作為運動表象的思維』之間，有一種作為能動力 

(motor power)、能動的投射 (motor project)、能動意向性 (motor intentionality)，

它是對目標的預期或達成，並且由身體自身作為保證，缺乏這樣的功能，抽象

運動就不可能。」，40 這種投射能力是身體主體存在在世，能夠在時間和空間

的歷程中自我整合的基礎，我們的身體必然是座落在現在 (now) 與這裡 

(here)，但是身體空間的意義不只是停留在每個當下，每個現在我們會與當前的

背景產生整體關連性，但同時身體空間作為一種處境的空間性，處境的意義不

是僅在當下的片刻，而是會超越現在隱退沈積在身體中，成為積習背景持續做

為下一刻的處境，積習身體與當下身體交織共構成現象身體，而這些沈積會提

供我們與世界交往的背景，同時也成為我們擁有一個意義身體的根基。這種積

累在我們身體活動中，不只是被動的沈澱，而是提供我們整合身體的整體性，

構成我們帶著過去歷史與未來視域的整體處境，因此運動的身體雖然是處在現

在和這裡，但每一個現在的位置都把過去與即將發生的未來串合在運行的當

下，過去、現在、未來和這裡、那裡之間的跨度，被整合為一個整體，這種核

心的能力就如同探照燈一樣，放射投向我們朝往的向度，同時定向出我們存在

的位置，梅洛龐蒂稱之為「意向弧」(intentional arc)，「意識的生活（認知生活、

欲望生活、知覺生活）是對向意向弧，這種意向弧將我們的過去、未來、人文

環境、物質世界、意識型態、倫理道德投射在我們周圍，或甚至使我們置身其

中。」。41 因此我們的身體圖示除了在每個當下和周遭世界形成關連整體，同

時也在每個當下整合在時間空間中的經驗歷程，從這些沈積中逐漸建立起我們

個人的身體處境，從此背景而投射出能動意向性。 

史耐德由於缺乏這種投射能力，所以他只能被限制在當前的現在活動中，

他的意向弧無法統合整個積習歷程，進而投射出對環境的整體掌握，因此當病

人接收指令，要求他在想像情境裡指向他的鼻子時，他必須先通過觸摸或是全

身進行準備運動來找到自己的身體部位，因為脫離當下現實具體的處境，他的

身體無法在與目標的直接關連中產生意向的導引，而必須透過準備運動來找到

相對應的身體。在抽象活動中，想像情境是跳脫當前身體所置身的具體情境之

外，因此需要我們想像投入一個尚未被實現的非現實裡，這種投射力量的基礎

在於正常的意向弧能夠將我們的積習背景和可能處境進行整合，因此我們能帶

                                                 
40 PHP, p110. 
41 PHP, p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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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意義身體投身向世界進行理解，不論是現實世界或者可能世界，身體的沈積

能不斷的凝聚提供我們朝向當前目標的投射基礎，當病人失去整體意義關連的

背景根基，同時就失去這種投射的力量，而無法完成抽象活動，「世界的整體對

他不再有任何意義，反過來說，發生在他身上的意義也不再能在給定的世界中

具體化。」。42 

第三節  對經驗主義的批判   

    經驗主義對於史耐德病例的解釋，採取一種生理物理的途徑，他們主張病

人由於後腦的枕骨受損，而造成他在視覺表象上面的失能，無法只憑藉視覺辨

認出物體，對於視線以外的對象他也無法形成視覺表象，但是如果要求他進行

抽象活動例如擺動他的手臂時，他必須注視著動作手才能達成這個指令，依照

經驗主義的歸納方法因此認為，病人在抽象活動上的失能與視覺表象的受損有

關，並且由於病人必須透過觸摸來找到身體位置時，抽象活動和具體活動的差

別，被還原到視覺和觸覺的差別。病人被稱之為「心理盲」(psychic blindness)，

也就是他的眼睛雖然沒有受傷，但是因為大腦生理上的損傷，造成視覺表象的

障礙，而導致抽象活動的困難，因此透過觸覺的補足病人才可能進行具體活動。 

這種歸納方法有幾項問題，首先：歸納法只是將各個事實集合起來，在經

驗之中找到次序性，並創造一個協調這些事實的概念，但這種解釋僅僅只是一

種可能性的解釋。經驗主義認為史耐德缺乏的是視覺領域，那麼在實踐行動中，

我們應該看到的是病人會因為視覺障礙而產生問題，但在其他方面的功能是和

正常人一樣的，但是我們發現當病人處在一個具體情境中，他原先能夠正常的

敲門，可是一旦這扇門向後退了，病人卻沒辦法在這樣的空間做出敲門這個動

作，即使他的眼睛是睜開並且盯著這扇門。那麼，按照經驗主義的歸納方式，

病人的運動障礙似乎轉變成是來自觸覺的問題了。經驗主義的問題就在於以因

果思維來串連外在事件的連續性，但是卻忽略了事件不一定是一種因果的外在

關係，而可能是相互關連的諸多表徵，「心理盲、觸覺缺乏和運動混亂，則是對

於更基本混亂的三種表達，而不是病態行為的三個因素視覺表象、觸覺材料和

                                                 
42 PHP, p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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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是在行為的統一性中顯著的三種現象。」，43 經驗主義僅是將這些病徵挑

選一個作為病因的解釋，因此任何的解釋都無法成為決定性的因素。 

如果外在行為只是我們身體在世表達的一種形式，在這之中觸覺、視覺、

運動都是這種形式的構成因素，那麼行為本身無法從因果思維中被解釋，而需

要由另一種思維來理解，「意義的氛圍環繞在行為旁，向體驗者呈現，正在體驗

的人試著滲入這個氛圍，當對象是正常人時，是為了揭露消散的事實和症狀後

面主體的整個存有，當他是病人時則是為了揭露基本的混亂」，44 經驗主義最

大的問題在於以機械因果的觀點理解身體的整體運作狀態，將我們所有知覺過

程都化約為神經線路的反射和生理機制的接收傳導，我們的知覺內容是感覺材

料的聚集，因此史耐德的問題成為感覺材料接收的問題，但是我們的知覺內容

不應該被化約為感覺材料，而是不可獨立相互結合的整體結構，內容與形式並

非分離，而是共同處在圖性-背景的系統中。因此，經驗主義意圖從確切的「原

因」必然導致明確「結果」的觀點，將史耐德的問題指向感覺資料收集過程中

的失誤，在病徵群中以生理功能進行原因和結果的定義，但卻無法更進一步理

解這些徵狀顯示出的背後共同根源，以及這個根源不是透過因果關係尋獲，而

是必須帶出對主體存有狀態的探討。 

第四節  對理智主義的批判 

理智主義反對從視覺能力的喪失與否來判定抽象運動的可能性，因為視覺

能力的健全無法解釋投射作用的功能，因此，理智主義主張「從病症出發不是

為了要回到一個自身顯著的「原因」(cause)，而是要回到事件狀態可能性的「理

由」(reason) 或「智性條件」(intelligence condition)。也就是將人類主體視作是

完全地呈現在每個言行舉止之中、不可分解的意識」。45 所以，對理智主義而

言，史耐德的問題在於其意識狀態的不完整，造成他在行為表現上的障礙與限

制。 

    理智主義認為，病人無法完成抽象活動，是因為他作為一個意識主體的缺

                                                 
43 PHP, p.119~120. 
44 PHP, p.120. 
45 PHP, p.120. 

 24



重省女性主義對梅洛龐蒂的批判：以楊〈像女孩那樣丟球〉為例 

 

乏，病人不再是一個面對客觀世界的主體，他失去了最基礎的「範疇態度」

(categoril attitude)，也就是一種客觀化的能力、象徵能力、投射能力。這種能力

是我們在知覺對象的過程中，意識構成意識對象的可能性條件，主體由於具有

此種能力，因此能主動的將眾多表象的本質整合，使不同的感覺材料獲得統合，

並賦予其同一統一的意義與概念。這種能力基本上也區分了主體與客體之別，

主體即為主動具有統合對象意義的意識，客體因為不具有此意向結構能力，而

只能處在在其自身 (in itself) 的狀態中。抽象活動是在這種能力的基礎之上才

具有可能性，因為抽象運動屬於一種「離心」的意向，也就是說它不是被客觀

世界的具體對象所引起的，它是無目的或動機，朝向的是身體本身，它的發起

是由於主體能賦予及統合意義，因此對象能夠從不存在的領域以存在的姿態呈

現。當病人失去這種能力時，他只能夠在具體情境中運作，無法在想像情境中

賦予對象意義，理智主義認為這顯示他從主體的位置後退，退回到如同對象事

物一樣的存在狀態，不能主動給出意識建構，而只能被動接受刺激完成運動，

具體活動反而成為生理意義上的反射，即便是更複雜如手工等具體活動，都是

來自於神經系統殘留下來的熟悉反應，是不具有主體意識、依賴已牢固建立好

的機械運作。換言之，「具體活動和抽象活動，觸覺和視覺的區分可以歸結為生

理和心理、在其自身（in itself）和為其自身 (for itself) 的區分」。46 

    對於這種分判，梅洛龐蒂首先指出這兩種區分實際上並不相容，因為生理

學的解釋無法界定出具體活動和抽象活動的界線，如果具體活動或觸覺是來自

於生理上刺激的延續和神經肌肉系統的支配，這些運作同樣也發生在抽象活動

中，在蚊子叮咬和測試者用尺觸碰病人兩者對皮膚的刺激，無法看出兩者有什

麼生理物理的差別；而心理學的方式或許指出了病人在抽象活動上失常與缺乏

投射能力的關係，但是卻簡化了身體與環境結合的能動關連，同時抽象活動變

成意識純粹的表象能力，所有的精神疾病都變成關於象徵能力喪失的同樣疾

病，我們無法區分出失語症、精神分裂症..等等不同障礙的疾病有什麼本質上的

差異。可以說，理智主義解釋了抽象活動中主體所運用的投射能力，但卻也陷

入二元對立的問題，因此具體活動被歸入了無心靈意識作用的機械生理反應，

抽象活動則為純粹意識的運作，具體活動和抽象活動如同其他幾組概念的對立

主體/客體、生理/心理、在其自身/為其自身，所有的存在狀態和活動成為非一

即二的選項，「意識不容許有程度之別。如果病人不再做為意識存在，那麼他必

                                                 
46 PHP, p.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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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是做為對象存在。」。47 

第五節  對病例的存在分析 

對兩種研究觀點提出批判後，梅洛龐蒂展開了新的研究路徑，一種存在論

式分析 (existential analysis)，這種分析超越了傳統經驗主義與理性主義的對

立。不論我們將意識視為純粹心理事實的集合，或者是抽象的表象、象徵能力，

都無法脫離意識作為存在狀態顯象的一種表徵，換言之意識屬於一種投射活

動，它的發展過程標誌於它留在周圍環境對象上的痕跡，並且這些痕跡不是獨

獨出現在對象上，而同時也影響意識自身的活動，因此每一種疾病的損傷都與

意識有關，不同的疾病在開始的時候會顯現出不同的臨床表現，在不同的感官

或知覺面向表現異常，但是意識最終都將接收承載這些作用在他自身中的顯

現。進一步來看這種意識與整體存在活動的關連性，我們的意識能夠運用感官

知覺所接收到的材料，創造運用出更多超越這些材料原初的意義，以表達我們

各種活動的多樣性和豐富性，但是這些意義運用在最基礎的層次上，不能夠脫

離我們的知覺世界，它們必定是在一個知覺觸及的界域中被我們理解。因此，

當我們說我們的意識具有意向性而非空洞的，且意識必定是關於某物的意識，

這個某物以及理解這個某物的可能性基礎，就必然關涉更大的一個結構和背景

脈絡，我們每一個理解背後始終有賴於先前所構成的思想世界，所以當史耐德

身體受損，他行為異常的內在原因正是因為意識的混亂和離散，他無法對自身

的過往或當下先前進行統合，因此當史耐德意識的上層結構因為疾病而崩解，

為了維持整體運作，意識便只能透過下層的基礎找到行動的方向，透過模仿、

習慣來進行，這種相互的牽動關係同樣可以在心理疾病上進行理解，心理上的

疾病往往也能夠連結到身體的異動。 

但是，這種意識活動並非理智主義所主張的心智的認知和理解，梅洛龐蒂

明白表示「意識投射自身到物理世界並且有一個身體，如同它投射到文化世界

並且有它的習慣：因為它不能作為沒有展現意涵的意識，或者是展現在自然的

絕對過往或者是在它的個人過往，因為任何活生生經驗的形式都朝向某種普遍

                                                 
47 PHP , p.121-p.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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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不論是我們的習慣的普遍性或者是我們身體功能的普遍性。」，48 因此，

梅洛龐蒂做出結論「意識最初並不是『我思』(I think)，而是『我能』(I can)。」，

49 意識作為意向性的意識，它始終連結著活生生的身體和具有歷史時間性的脈

絡，在這個連結中與其身體在世的各種存在活動密不可分。 

因為理解到身體主體由「我能」展開的意向性基礎，梅洛龐蒂認為我們不

能將史耐德的病例片面的簡化為一般表象功能的失能，視覺和運動只是我們與

對象世界關連互動的某些特定的方式，這些功能上的損傷並不會取消我們經驗

內容的多樣性，史耐德的困難說明了我們的存在活動不是將各個內容擺置在「我

思」之下運行，運動不是運動的思維，身體空間也不是被表象的空間，而是必

須在一個背景環境中展開，並且這個背景環境是來自於我們運動自身所限定出

來的，運動不是一個純粹的生理舉動而已，而是處在一個與運動相聯繫的空間

之中，藉著運動而讓意識能夠朝向對象而去，但是梅洛龐蒂仍然重申，這個關

係不是如同理智主義所主張的由意識主導的軸線，「運動並非意識的女僕，將身

體運送到我們先前已形成表象的空間中某一個點。為了能移動我們身體朝向對

象，對象必定首先為身體存在，我們的身體必定不屬於在其自身的領域。」。50 

「因此，我們不應該說我們的身體是在 (in) 空間或時間中，它是寓居 

(inhabit) 於空間和時間裡。」，51 這種關係意味著我們的活動是與整體時空背

景緊密相連的，既與當下的環境也與自身和環境的關係脈絡相連，梅洛龐蒂以

巧妙的譬喻來說明這種關係，「每一個可辨識的改變，在達到意識之前，就已經

帶著先前的關係，就如同計程車的車資指示器，在到達目的地之前，表上顯示

已經走過的距離的同時，也就將距離轉化成車資。每一個時刻裡，先前的態度

和運動會提供現成的測量標準。」。52 所以，病人大腦的損傷導致他的運動障

礙，他受損的是運動覺察 (awareness of movement) 而不是視覺記憶 (visual 

memory)，病人無法形成對於「這裡」的絕對覺察，他無法建立起他的身體各

個部位現在的位置，也無法將他的身體在當下空間中做出定位，而只能在回憶

中倒退搜尋。 

                                                 
48 PHP, p.137. 
49 PHP, p.137. 
50 PHP, p.139. 
51 PHP, p.139. 
52 PHP, p.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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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必然是處在一個「這裡」和「現在」，運動的身體則是在這個當前的基

礎上，將過去之流與即將發生的未來在此刻進行綜合，如同之前所述，病人無

法在當下覺察自己的定位，也無法掌握前後時間流的整合，他的身體作為一個

當下位置系統，同時也是一個開放系統對應著無數朝向其他方位的相同位置。

因此，病人的失能不是來自於思維象徵能力的受損，或是生理機能的無力，而

是在於身體在其運動空間中失去與背景及自身的對應和投射，他失去有機的與

世界中相互交嵌的身體圖示。 

第六節  習慣在空間和活動的實踐面向 

透過史耐德的病例，梅洛龐蒂批評傳統經驗主義和理智主義對身體的片面

理解，做為身體主體，在世界中的活動不是來自於生理的反射，也不是依靠抽

象思維的決定，而是奠基在身體自身的歷史性中，有機的與周遭世界產生關係，

投射出不同脈絡背景的意義整體。但是身體自身的沈積和歷史性，又是如何在

世界中持續進行意義的整合？梅洛龐蒂進一步從「習慣」進行討論，理解在病

人以外的一般人，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與世界進行關連互動。 

對機械主義而言，習慣仍然是一個刺激反應的外部連結過程，但是明顯遇

到的難題即是，在不同情境中主體會出現不同的反應，這是因為主體並不是將

個別刺激和個別活動進行連結，獲取解決某種情境的一般形式，也就是說身體

的反應和其處境並非是一個物理對應的關係，「情境與反應的共同之處在於”共

享的意義”甚於 ”部分共同的組成元素”」，53 換言之，習慣的養成是因為身體

掌握了活動的共同意義，這種意義的理解不是知性意識層面的理解，而是身體

捕捉和理解了運動，「習慣的養成事實上就是意義的掌握，但它是對運動意義的

運動掌握」，54 這是什麼意思呢？舉例來說，一個女人她可以不經過測量，就

能讓她帽子上的羽毛和其他東西保持適當的距離，以保護羽毛不會損傷；就如

同我也可以掌握我的手和其他物品之間的距離，我不需要每次都經過計算來決

定是否要伸長手臂來取得物品。一個熟悉駕駛的人，他不必測量寬度就可以確

定熟悉的車子能開入路道裡；就如同我不需要測量身體和門的寬度，就可以穿

                                                 
53 PHP p.142. 
54 PHP, p.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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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門口。在這些例子裡，車子、我的身體都不再是等待被量度體積大小的對象，

我不需要比較計算這些我自身使用的東西，它們就好像盲人的手杖一樣，不再

只是媒介物或一個測量物對其他物體進行測量，而是成為盲人身體的一部份，

成為身體的延伸擴展，藉著手臂的活動和手杖的碰觸，不需要客觀的測量而將

盲人的身體帶向她所行動的周遭環境之中。但我們與其說盲人是通過手杖來認

知物體的位置，更貼切的說法應該是盲人通過物體的位置認知到手杖，手杖就

似手臂的延伸一樣，不是在主動的知覺操控中決定外在對象，而是外在對象作

為我們認知到身體範圍的憑據，周遭世界的物體會標示出我們身體的活動範

圍。「空間中的點並不作為客觀位置和我們身體所佔據的客觀位置之間的關係。

它們在我們的周遭標誌出我們目標和姿態的各種範圍。習慣一頂帽子、一輛車

或一根手杖，就是移居到它們之中，或相反的將它們併入到我們身體的體積中，

習慣傳達了述說我們在世存有的力量，或藉著適應新的工具改變我們存在的力

量。」。55 

因此，我們在習慣的活動中，投射自身到上手物之中，擴大了我們身體圖

示的界域，展現出我們存在於世的能力。就像是當我們十分熟悉電腦打字時，

往往不需要特別注意鍵盤的字母或注音，就能順暢的打出一篇文章，但是如果

突然要我確切的指出某個注音或字母在鍵盤上的位置，我可能是指不出來的。

因為，習慣不是反射的身體反應，但也不是知識上的習得，而是我的身體空間

和鍵盤空間融合在一起，不需再反思鍵盤的客觀位置，我的手就能在意向的引

導中朝向和我的身體相對應的鍵盤，換言之，當身體完成理解後，我的身體就

掌握了在運動中浮現的知識。 

在這裡，對習慣現象的描述所帶出的重要意義是，提醒我們修正「理解」

(understand) 和「身體」的概念，理解不是將感覺材料歸入一個理念 (idea) 之

中，身體也絕非一個物體，「理解就是經驗到一種和諧—在我們所朝向和我們被

給予的之間，在意向和實行之間—而身體就是我們在世界之中的停泊之處 

(anchorage)」。56 換言之，習慣既不寓於思維之中，也不寓於客觀身體之中，

而是在作為世界中介的身體間。在我的舞蹈學習過程中，經歷過不同的老師，

多數老師都有豐富的表演經驗，有的甚至曾經是國外職業舞團的舞者，但好的

舞者未必是好的老師，尤其在藝術表演上，因為在經年累月的鍛鍊中，專業舞

                                                 
55 PHP, p.143. 
56 PHP, p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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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身體早已習慣基礎的肌肉運用、延伸、平衡，才能在這些根基上進一步的

雕琢繁複組合的細節質地和情感表達，但是當其轉任教師時，面對還未習得這

些技巧的學生，如果沒有足夠的教學經驗，這些深根於身體內在的經驗就好像

盲人手杖一般，成為他身體的一部份而不被察覺，不一定能立即地以一套「理

念」說明身體某些細微的轉變和運用，簡而言之他不一定能以思維/概念/語言

綜合得極好，或甚至無法把抓到在習得之前的過程轉換，他可以傳授應該要表

現出的動作質感，但卻不知道為什麼自己做得到而學生卻做不到。即便如此我

們不會認為他不「理解」，更根本來說他的身體已然在抽象的意念與具體的表達

之間達到和諧的交會，能夠自在的運用身體在轉念之間達到，他比學生都更透

徹的掌握關於身體的動力和整合，即使他無法歸諸於一組理念建構起來。從舞

蹈經驗的例子，說明了習慣身體在實現與意向之間順暢無礙的串連起身體朝向

其任務的可能性，我們的理解寓於我們能動的身體中，而不只是一個純粹智性

的概念。 

                                                

但是，仍舊有一個關鍵的問題，我們一般可以掌握思維之中具有意義，然而

在身體活動之中，如何可能產生意義？梅洛龐蒂開宗明義的說「身體本質上就

是一個能夠表達（expression）的空間」，57 日常走路的時候，我是透過移動雙

腿踏向一個我不特別計算的空間，並且我移動的是我的雙腿，而不是距離我頭

部X公分的空間物體，我不是指揮著客觀的工具展開各種活動，而是就在我的

身體之中，我與世界產生意義的關連，我的身體就是意義的發源地，我的每一

個運動的發動都帶著指向的意義，指向運動、指向世界、也指向我自身。「但是

我們的身體不僅是其他空間中的一個能表情達意的空間，如此僅是一個被建構

的身體，它是所有其他空間的起源，表達了運動本身，它向外投射各種意義時，

給予了後者存在的場所，使它們做為事物在我們的手、眼睛下存在。」，58 梅

洛龐蒂在這裡將意向性的基礎從傳統意識哲學轉向身體，意向性以「我能」作

為原初基礎，身體就是意義開展和發動最原初的起點，身體的每個活動都蘊含

著我們擁有世界與朝向世界的意義核心，意識不是在「我思」之中建構與意義

有關的概念，而是只有在能動的身體中才可能獲得意義。「身體是我們擁有一個

世界的一般手段。有時它只限於保存生命所必須的舉止，相應地它就在我們的

周圍構置一個生物世界。有時他從這些初步行為作起點，由它們的本義發展成

 
57 PHP, p146. 
58 同上，但英文版漏譯「它向外投射各種意義時，給予了後者存在的場所」這句。參見法文版

p.171 和中文版 19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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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義，透過後者顯現出一個新的意義核心：各類運動習慣，諸如舞蹈，便是這

種情況。最後，有時肉身意指的意義不能透過它的自然手段實現，這樣它就必

須給自己建造一種工具，這樣它就在自己周圍投射一個文化世界。（…）習慣只

是這種基礎力量的形式。只有當身體汲取新的意義、同化了新的含意核心，我

們才會說身體已經理解或習慣已經養成」 。59 

在舞蹈經驗中，「我能」的身體意向性在習慣的過程中非常具體的萌發，當

身體還未習得或不習慣時，身體的觸覺、肌肉、力量都不能在確切的方向上穩

定的施用，我必須刻意的以理智來強迫吸收，結果是腦袋懂了但是身體卻渾然

未覺，即便順利完成一段組合或舞步，但是身體卻是僵硬機械化的、只是局部

區塊完成指令，無法投射流暢的意向性，身體內部傳達的意義核心，因為和身

體力量的接續發生斷裂，我與自身與世界的關連就變得相當陌生，我只是在做

動作，而不在跳舞；甚至這些動作對我來說是「陌生的」，因為即使我「記得」

這一連串的次序組合，但我深切的感覺到自己無法進入我的身體所做的每個動

作裡，這些記得不來自於我的身體，而是來自於強加在它之上的指令。但是，

當我的身體吸收汲取了這些動作的意義核心後，我不需要思考，當身體動力朝

向右邊飛躍而去時，左腳自然就會踩地好讓身體向右彈跳而起，只有身體與空

間的本然關係自然的展現而出，我做出的動作才是流暢而融入我所流動的空

間，無礙的與我的周遭環境對話，我的身體可以不只是聽從指令，而能夠說出

它想說的話。 

就此，我們可以知道意義不是在一種純粹內在性的活動中建構而成，如此

我們無法理解許多身體不可言喻的反應與表達，（某些人在緊張的時候，會不自

覺得扭轉手指，這些動作不是純機械性的反射，但卻也不是思維的運作）而只

有當我們重新認知到身體作為意義構成的核心，也才能明白在史耐德的病例中

異常的反應不來自於知性上的失能，而是在疾病的侵襲下，存在於身體之中對

意義理解與掌握的崩裂。而同時，我們必須重新正視我們意向性的根基，不是

如意識哲學由封閉的我思開始運作理解，而是在「我能」的實踐中具有能動性

的身體意向弧朝向世界投射、展開意義的活動，而定向出我們在世存有的基點。                

 
59 PHP, p1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