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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盒子裡的甲蟲到不可能的任務 
 
 

作者：鄧育仁 
 

前言：盒子裡的甲蟲 
 
假想你有一個盒子，只有你知道盒子裡有一隻甲蟲。在不准打開這盒子的

條件下，讓你的朋友猜盒子裡有什麼東西。請問你的朋友猜得到嗎？如果猜得

到，如何猜到？ 
 換個方式來看。假想你們角色對換。你不知道朋友盒子裡有什麼。只有他

知道。當然不可以只因為你盒子裡有甲蟲，所以就說他盒子裡有甲蟲，說不定

是蟑螂、螳螂，或許沒有任何東西。請問你猜得到嗎？如何猜？ 
 再換個角度看。有一個不能打開的盒子，你和你的朋友一起來猜裡頭有什

麼東西。猜得到嗎？如何猜？或者，如何肯定裡面有東西？說不定沒有任何東

西。 
 設想上面提的智性遊戲，認真玩看看，你其實已經在做類似當代心靈哲學

裡探究心靈的方式。你的感覺、你的想法，就好比鎖在盒子裡的小東西。或許

只有你能肯定盒子裡有東西。但你朋友的盒子呢？你能肯定他盒子裡也有東西

嗎？他真的有感覺、有想法嗎？當然有，你或許會如是回答，否則他就不會要

你猜他盒子裡有什麼東西；不過說不定他只是部「會問問題」但沒有感覺、沒

有想法的機器。另外那個不是你的、也不是你朋友的盒子呢？將你觀察到的螞

蟻想像成那盒子，盒子裡有感覺、想法嗎？ 
 上述智性遊戲的原始構想是對二十世紀哲學有深遠影響的哲學家維根斯坦

(Ludwig Wittgenstein)所提出。在繼續閱讀本文之前，試著實際玩玩並推敲上述

的智性遊戲，也試著評估看看它可否是恰當的設想，這會讓你有比較充分的思

考準備來從事對心靈的哲學反思。 
以下，我們將藉著一個個小子題，將每個小子題看待成一場智性探險的小

故事，邀請你探索對每一個人來講都很熟悉、但仔細思量後卻令人驚嘆的現

象。這些子題大致可分成兩類：其一，有關感覺起來怎樣的論述，其二，有關

認知與思考的論述。請不要期待每個小子題都可以很快的徹底掌握住。放慢思

考的腳步，將自己看待成一位探索者、探險家，你會發現每一個小子題背後都

仍有一大片尚待且值得開發的領域。 

另外，在每一場智性探險裡，雖然我們要處理的問題目前都尚沒有定論，

而且還有一連串問題不知如何回答起，但不會因此任何答案、任何想法都可

以，仍有比較好、比較值得改善的解決方案或思考方向。對於不知如何回答起

的問題來說，要點或許不在得到答案，而在深入瞭解問題的要點及其可能有的

意義。 
 

生產心靈的工廠 
 
活在二十一世紀，有一項基本事實已不是你願不願意同意的問題。如果你

不同意，那是你尚未瞭解其意義及重要性。這事實是：心靈活動依賴腦活動。

這裡要問的哲學問題是：這依賴關係是怎樣的一種依賴關係？ 
早在西方工業革命之前，就有學者臆測：心靈其實從腦活動產生。換句話



說，上述依賴關係其實是一種生產關係；腦活動產生心靈活動。這臆測，在當

時思想環境裡，既新穎又忤逆。它將心靈看待成只是腦活動的產物。 
 當時，有位哲學家，也是後來和牛頓(Issac Newton)共同被認定為發明微積
分的學者，萊布尼茲(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提出下述的設想來反駁上述的

臆測： 
 
設想腦（或其他物理系統）是產生心靈的工廠。在想像中將這座工廠放大

到你可以走進去的格局。設想你走入這座工廠，到處走、到處看，或者停

下腳步仔細觀察。請問，你看到什麼？能看到什麼？ 
 
 萊布尼茲認為很清楚，只要你如此設想，你就可以明白看出：你只看到、

而且只能看到腦的物理活動，看不到心靈活動。因此，他下結論：心靈活動不

是腦活動，也不是由腦活動產生。 
 當今有位哲學家，邱祁稜德(Paul Churchland)，以轉換設想情境的方式駁斥
上述結論： 
 
假想你駕駛一艘偵察航艦，你和所駕駛的偵察艦微縮成足以航入細胞內

部。設想你已在細胞裡，有充分時間觀察細胞內包括染色體和 DNA的活
動。請問你看得到生命現象嗎？還是只能看到物理現象？ 

 
邱祁稜德認為，很清楚，在這設想裡，我們看到微觀世界裡的生命活動、

生命現象。在萊布尼茲的設想裡，他以為我們看不到心靈活動。這其實不是單

單看得到或看不到的問題。要點在於：我們有沒有學會或發展出如何看、怎麼

看所需的背景知識。我們已經有建立很好的生命科學，知道該如何從物理秩序

中看出生命現象。可是我們還沒有像生命科學那般已經建立很好的心靈科學理

論。少了這種知識配備，就算東西在眼前，可能也看不出。 
 邱祁稜德要講的意思其實並不難懂。回想你第一次走進實驗室，或參觀陌

生的科技廠，少了相關配套知識，你大抵看不出眼前的東西到底是什麼、或到

底有什麼功能。萊布尼茲的設想不能排除心是腦活動的產品、或者心靈活動其

實就是某種腦活動的觀點。 
 

顛倒色譜 
 
 在哲學史上，與萊布尼茲同處一個哲學時期的哲學家洛克(John Locke)提了

一個至今仍膾炙人口的哲學想像： 
 
設想有個人將我們一般稱做「紅色」的色調，經驗成綠色色調，雖然他也

稱他所經驗到的色調為「紅色」；將我們一般稱做「綠色」的色調，經驗

成紅色色調，雖然他也稱他所經驗到的色調為「綠色」。概括來說，他所

經驗到的色調和我們實際經驗到的色調恰恰全部相反，雖然言說、行為上

他和我們沒有兩樣。如果實際上有這樣的人、或者可能有這樣的人，請問

會有什麼哲學後果？ 
 
 這想像下設定出的問題，到今天仍是激烈爭辯中的問題。看看你周遭來來

去去的人，說不定有些人的色彩、色調經驗恰恰與你相反，或者是你和其他所



有的人恰恰相反，只是言說、行為上偵測不出來。這可能，顯示經驗和言說、

行為之間有一道至少概念上的鴻溝，而我們仍不確信究竟實際上有沒有這道鴻

溝，或者只是想像中的鴻溝而已。 
 如果再進一步設想： 
 
想像一個和你完全一模一樣的人，物理生化結構完全和你一樣。然而，他

色彩色調的經驗卻恰恰與你相反。或者，想像一個可能世界，這個可能世

界和實際世界完全一樣，除了一個小差別：你在那可能世界裡擁有的色彩

色調經驗恰恰與你在實際世界裡相反。如果可能，請問會有什麼哲學後

果？ 
 
 在這想像下，相反的色彩色調經驗不只在言說、行為上偵測不出來，連物

理生化的測試也原則上偵測不出來。如果這可能，現代科學就無法處理心靈活

動與腦活動（或物理活動）之間如何關連起來、如何有依賴關係的問題。理由

是：連物理生化測試也原則上偵測不出判別不同經驗現象的條件。當代有些哲

人認為：以為這是可能的判斷源自於認知上的錯覺，就好像以為零點九循環不

等於一的判斷（0.999……和 1？總差那麼一點吧⋯⋯）是源自於數學認知上的

錯覺，但零點九循環在標準數學上就是等於一。 
 

美國殭屍 
 
 美國好萊塢電影工業總是每隔一段時間推出新版殭屍的恐怖片。片中的殭

屍總是行動緩慢、蒼白沒血色、從墳墓爬出來、噁心又吃活人肉。在美國哲學

文獻裡的殭屍可不是那樣。它們在言說、行為與物理生化結構上和你我基本上

沒什麼兩樣，只有一點小差別：我們有感覺起來怎樣的經驗，它們完全沒有。

以色彩經驗來說，當你看到紅色的玫瑰花，你有經驗到玫瑰紅看起來如何如何

的經驗。當它們「看」到紅色的玫瑰花時，它們沒有任何玫瑰紅看起來怎樣的

經驗，雖然它們也有能力在恰當的場合說：「那朵玫瑰是紅色的。」 
 哲學殭屍的設想和上節顛倒色譜的想像稍微不同。在顛倒色譜的想像裡，

言說、行為、甚至物理生化結構上完全一樣的人卻有不同的色彩經驗。在殭屍

想像裡，言說、行為、甚至物理生化結構上完全一樣的人，有些有經驗，有些

沒有任何經驗。在此，哲學殭屍和上節顛倒色譜的想像所帶出的哲學問題和討

論相當雷同。不過，哲學殭屍和顛倒色譜的想像有一個重要差別：我可以想像

我和其他所有人的色彩經驗顛倒，但從我的主觀經驗來看，我無法合理的想像

其他人都有經驗，而其實只有我自己沒有任何感覺起來怎樣的經驗（除非玩假

裝的遊戲，雖然我明明知道我有感覺起來怎樣的經驗）。在我主觀經驗中總已

呈現有而不是沒有感覺起來怎樣的經驗。假如你沒有，那你大概不會看懂現在

這段敘述。當代有些哲學家就以這一點論述像我們這樣的社群不可能每一個人

都是殭屍，理由是：如果每個人都是殭屍，那就不會有比較有和完全沒有感覺

起來怎樣的哲學討論。 
 

做為一隻蝙蝠感覺起來像什麼樣子 
 
 在日常生活裡，我們不會質疑周遭來來去去、活生生的人有沒有感覺起來

怎樣的經驗。我們已預設他們有，並且以此做為彼此交往、談話的基礎。而



且，每一個人都有親身經歷感覺起來怎樣的經驗，並對它有再也不能更貼近的

熟悉與親身經歷中的瞭解。雖然如此，目前我們仍然沒有合適的科學論述足以

說明感覺起來怎樣的經驗。嚴格來講，要不是你我都有親身經歷感覺起來怎樣

的經驗，單單靠目前科學研究的方式與成果，根本無法確認有感覺起來怎樣這

回事。如果有科學家認為能確認，那很可能不是確認，而是在他的科學論述裡

已經預設有感覺起來怎樣這回事。科學要求一種客觀確認的程序，不能只是主

觀的認定。 
 在這背景瞭解下，當代有位哲學家，內格爾(Thomas Nagel)，問了一個新鮮

有趣而同時也界定當代心靈哲學探究主軸之一的問題：做為一隻蝙蝠感覺起來

像什麼樣子？ 
 這問題切得很巧妙。感覺起來怎樣的經驗通常總扣連到經驗者有怎樣的感

官配備。如果問的是你我的經驗，由於你我和提問人一樣都有相當的感官配

備，都有貼近的瞭解與感受，這種問題大抵不會令人太困惑。假如問的是小蟲

子的經驗，或許會令人困惑，但困惑的理由不在於不知道答案，而是對有些人

來說，小蟲子沒有感覺起來怎樣的經驗。蝙蝠是恰當的例子，主要理由在：

（一）你很難不承認牠有感覺起來怎樣的經驗；（二）牠有和我們非常不一樣

的感官配備，牠以聲納系統「觀看」世界，這使得我們可以有一個恰當的客觀

距離來探討感覺起來怎樣的經驗。以此，我們可以將上述的問題部分轉換成：

以蝙蝠聲納系統「觀看」世界的經驗感覺起來像什麼樣子？ 
 請注意：只描述出聲波的物理狀態、以及蝙蝠的聲納系統如何偵測並利用

聲波承載的環境訊息，未必就描述出蝙蝠以聲納系統「觀看」世界的經驗感覺

起來像什麼樣子。物理與訊息的描述原則上都能從客觀程序來確認，但那樣的

描述不就是感覺起來像什麼樣子的描述。另外，我們也不能從主觀認定來確

認，除了科學研究不能只依賴主觀認定就確認外，我們沒有蝙蝠那般的聲納系

統，沒有牠那般感覺起來怎樣的親身經歷。依此看來，做為一隻蝙蝠感覺起來

像什麼樣子不在我們目前所能知道的範圍。 
內格爾如是結論：目前科學研究的困境在於它要求客觀程序的確認，但感

覺起來像什麼樣子卻只能從主觀認定來確認：感覺起來怎樣就實際上感覺起來

怎樣，這裡沒有主觀感覺起來怎樣之外客觀來看是怎樣的問題；越要求客觀，

就離這研究主題越遠。內格爾的結論是不是也犯了上述萊布尼茲的錯誤：其實

我們能確認，只是目前還沒有相關的配套知識？或者像顛倒色譜的問題一樣：

感覺起來像什麼樣子只能有主觀認定這想法其實是一種認知錯覺？問題仍在爭

論中。 
 

梅莉的黑白世界 
 
 假設我們已確認常人有感覺起來怎樣的經驗，而且常人的感覺起來怎樣的

經驗相當一致。看玫瑰花時，我們的確有玫瑰紅看起來怎樣的經驗，而且彼此

之間沒有顛倒色譜的問題。在這條件下，當代澳洲哲學家傑克森(Frank Jackson)
邀請我們設想： 
 
梅莉(Mary)生活在一間特殊的房間裡。在這房間裡她只能有黑白色調的經

驗；雖然如此，她仍有正常視力。這房間配有許多高科技設備，使她能與

外界溝通，能閱讀、研究任何與視覺經驗相關的物理科學理論。假設她已

有這方面完備的理論素養，知道所有與視覺經驗相關的物理事實。請問：



當她第一次走出房間，第一次看到玫瑰花，第一次有玫瑰紅看起來怎樣的

經驗，雖然她早已知道玫瑰花是紅色的，早已知道常人看到玫瑰紅時會經

歷怎樣的物理歷程，請問她有沒有學到有關視覺經驗的新知識？ 
 
在提出這設想的論述裡，傑克森認為，很清楚，梅莉有學到新知識：經由

親身經歷，她學到玫瑰紅看起來怎樣的新知識，或者說，她現在才知道常人玫

瑰紅的經驗感覺起來像什麼樣子。因此，完備的物理知識不是完備的知識；完

備的物理知識不包括有關感覺起來怎樣的知識。雖然我們還沒有完備的物理知

識，但可以設想完備的物理知識涵蓋所有的物理事實。既然感覺起來怎樣的經

驗不在完備物理知識所涵蓋的對象範圍內，所以它不是物理事實，不是由物理

的東西所構成、所實現的事實。這種非物理的事實只能從親身經歷中瞭解、知

道。 
反對者仍然會說，傑克森依舊沒有擺脫認知錯覺的影響。例如，當代科學

研究已確認水（水中含有的雜質不算）是 H2O，雖然日常生活裡判定水和科學

研究裡判定 H2O的方式不一樣，水仍舊是 H2O。同樣的道理，從親身經歷瞭

解和從物理科學判定感覺起來怎樣的經驗，雖然方式不同，但所判定、所瞭解

的對象其實是同一個對象。（這只是反對者的假設，目前仍無定論。）要是我

們真的已有完備的物理知識，反對者推測，我們就能從完備的物理知識推敲出

感覺起來怎樣的實質內容；在他們看來，傑克森的結論其實是用我們現有不完

備的物理知識做推論。如此做，難免誤以為除了完備的物理知識之外還有其他

的新知識，誤以為物理事實之外還有非物理的事實。（傑克森已放棄非物理事

實的論斷，但仍認為梅莉的黑白世界是值得嚴肅思索的問題。） 
 

弗列得新穎色彩的經驗 
 
傑克森還提出另一個設想來說明感覺起來怎樣其實不是物理事實，不在物

理知識涵蓋的範圍。這設想同樣遭到反對者的質疑，但卻引出另外饒富趣味的

問題思索。請設想： 
 
弗列得(Fred)有一項特殊能力，在我們只能以色彩來分組的條件下，他總能

將要被分的樣本分成一致的組別，而且在我們平常人能區分出的組別裡，

他能再區分出更細膩且一致的組別，雖然在我們平常人看來，這些更細膩

的組別色彩全然一樣，沒有分別。這設想邀請我們如此看待弗列得這項特

殊能力：弗列得能看出我們平常人看不出的色彩分別，他有相對於我們來

說全然新穎的色彩經驗。請問：弗列得新穎色彩的經驗感覺起來像什麼樣

子？ 
 
這設想，乍看之下，和蝙蝠例子基本上沒兩樣。如果你接受蝙蝠例子的結

論，你大抵也會接受弗列得新穎色彩的經驗感覺起來像什麼樣子（至少目前）

不在我們所能知道的範圍。當代哲學後起之秀湯姆生(Evan Thompson)邀請我們
再深一層想，這設想其實有另外饒富趣味的問題：從弗列得特殊能力的表現，

我們如何就能確認他有相對於我們來說全然新穎的色彩經驗？說不定那不是色

彩經驗，而是其他種類的經驗。除了我們所經驗到的色彩，例如紅、綠、藍、

黃等等，還有什麼能被恰當的歸類為色彩經驗呢？我們如何界定色彩經驗的範

圍呢？ 



假設弗列得的新穎經驗確實是色彩經驗，這又帶出另一個問題：弗列得有

我們沒有經歷過的色彩經驗，但他也有像我們一樣紅、綠、藍、黃那般質感的

色彩經驗嗎？恐怕答案不是那麼確定。從他的分組行為和我們相當不同的情況

推測，有可能他所有的色彩經驗對我們來講都是全然新穎的色彩經驗。假使如

此，我們的色彩經驗對他來講也會是全然新穎的色彩經驗。 
再進一步想，回到我們的生活世界，在我們當中，有些人無法分辨紅與

綠，我們的紅綠色彩經驗對這些人來說，就相當於弗列得的色彩經驗對我們來

說是全然新穎的色彩經驗。然而這些人，除了無法分辨紅綠外，他們其他的色

彩經驗也和我們一樣嗎？答案恐怕也不是那麼確定。蝙蝠、弗列得那般的設想

情境，或許早已發生在我們平常生活裡。 
 

電腦模擬 
 
 經歷了一場場感覺起來怎樣的哲學設想，現在，讓我們轉換思考的腳步、

思考的取景，來探勘心靈的另一個面相：對環境的認知與瞭解。 
 當代心靈哲學有一個看待認知歷程的重要方式： 
 
心好比電腦軟體， 
腦好比電腦硬體， 
認知歷程好比（軟硬兼施下）訊息計算的歷程。 

 
在這看待方式下，認知歷程是一種訊息計算的歷程，只要能恰當模擬出這種訊

息計算歷程，就能製造出有認知、會思考的機器。 
 請注意，在這看待方式下，用什麼材料、什麼設備來實現認知的計算歷程

不是那麼重要。只要能實現，任何材料都不排除。從當代計算科學發展經驗來

看，認知的計算歷程應該有多重實現的可能性：人腦的物理生化設備可以實

現，有朝一日，電腦的硬體設備也應當可以實現。如果有外星人，他們實現認

知的方式也不必和人類一樣。 
 再進一步看，每個人的認知歷程不必相同，只要他能完成恰當的認知工

作，沒特殊理由，我們會認可他有相應的認知能力、思考能力。轉換成上述的

看待方式來說，不只硬體設備不必相同，認知的計算流程也不必相同，或者

說，程式設計不必一樣，只要能以恰當的方式完成認知工作，就有認知能力、

思考能力。 
 這新看待心靈的方式，有三項令人難以抗拒的優勢： 

 
1. 它滿足傳統以來認為心靈活動絕非只是物理歷程的看法，心靠物理設

備實現，但不會只是物理設備。 

2. 它符合當代自然科學所確認的世界觀：我們所處的世界基本上是一個
物理世界。心，按此看待方式，的確實現於物理歷程中，不是獨立於

物理之外而存在的東西。 

3. 它帶出明確的論述方式以及具體的研究步驟，使認知、思考成為可以

客觀研究、嚴格論述的科學議題。當代認知科學的發展與這看待方式

及其優勢息息相關。 
 
 不過，雖新穎，雖有令人難以抗拒的優勢，這看待方式，從基本層面看，



仍有它難以克服、或說仍有待商榷的問題。請看下節分解。 
 

中文房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哲學教授瑟耳(John Searle)邀請我們如此設想： 
 
強恩(John)在一間特別的房間裡工作。這房間有一套英文說明的工作手冊和

其他工作上需要的配備。強恩的任務在：將房間外遞進來的符號串，按工

作手冊的規定，組合出新符號串，並將該新符號串遞出去。強恩雖然懂英

文，但他不知道遞進來的符號是中文，他遞出去的符號也是中文，工作手

冊也沒說那些符號是中文字，也沒說那些符號表達什麼意思。手冊只有

「當有如何如何形式的符號串遞進來，就組合出那般那般形式的符號串遞

出去」這種形式規定的說明。設想那工作手冊設計得非常完善，強恩也能

非常熟練的按規定工作，房間外使用中文的人遞進中文寫的問題，強恩馬

上就能遞出在他看來只是一串符號、但在懂中文的人來看卻都是一個個恰

當且令人滿意的回答。請問：強恩算不算懂中文？ 
 
 瑟耳認為，很清楚，強恩不算懂中文。如果你同意這結論，瑟耳強調，那

你就得同意只有符號形式操作，儘管有再好的工作手冊，都不算有所懂。因

此，只做符號形式操作的電腦，儘管程式設計得再好，仍然沒有認知、思考的

能力。因此，設計程式模擬思考只是模擬思考，模擬思考未必是思考。思考必

須涉及實質的歷程，必須依賴相當於腦的物理生化歷程實現，不能只是形式的

操作。就像龍捲風，程式設計下模擬的龍捲風只是模擬，它不會吹倒樹木、吹

走汽車，但實際的龍捲風會吹倒樹木、吹走汽車，它有實質的歷程，不只是形

式的操作。 
 反對者質疑中文房的設想過份簡化電腦模擬。假使真有那麼完美的程式設

計，假使電腦在訊息計算中能恰當回答任何中文問題，那電腦當然懂中文。注

意，我們是說那電腦懂中文，不是那電腦內部某個元件懂中文。我們知道中文

房裡的強恩有思考能力、有認知能力，而且懂英文，我們可以用英文問他懂不

懂中文。但我們不能向電腦內某個元件問它懂不懂中文，因為就它本身而言，

它只是個元件，無所謂認知、思考的能力。 
 對反對者而言，龍捲風的例子也不恰當。龍捲風不做任何訊息處理，有沒

有龍捲風要看特定的物理歷程有沒有發生，例如，風速、風向、氣體動力等。

但思考的要點在訊息處理，不在特定的硬體設備或物理歷程，雖然計算的過程

仍必須在實際的物理歷程中實現。這裡，反對者只是重複他們的基本假設，但

基本假設未必是定論。 
就瑟耳看來，只有相對於認知者的認知歷程才有所謂的訊息，沒有所謂獨

立於認知者而有的訊息。例如，年輪只是年輪，只有在認知者眼中，年輪才能

成為標示樹木年齡的訊息。又例如，計算機算出 7+5=12，但計算機本身的運作
只是物理的運作，只有在認知者眼中那物理運作才表示 7+5=12，就計算機本身
而言，沒有所謂的知道或不知道 7+5=12的問題。因此，訊息預設認知，沒有
認知者就沒有所謂的訊息可言，訊息必須從認知歷程解釋、說明。反對者從訊

息說明認知是顛倒是非的說明方式。瑟耳認為，認知不能從訊息處理說明，要

從腦（或相當於腦）的實質活動歷程說明。孰是孰非，仍沒有定論。 
 



孿生地球 
 
宇宙遙遠的地方，有一顆行星。它和地球一模一樣，除了一個小差別：在

那兒，被稱為水的東西，雖然喝起來、看起來、用起來和地球上的水一模

一樣，但卻有不一樣的分子結構。地球上的水是 H2O，那兒被稱為水的東
西，分子結構不是 H2O。確切是什麼，在這討論裡不是那麼重要。在此，

姑且只稱它為 XYZ。你在地球上向服務生說：請給我一杯水。在那星球

上，有一個和你完全一模一樣的個體也向服務生說：請給我一杯水。很明

顯，你要的實際上是 H2O，他要的實際上是 XYZ。你的水概念實際上指

H2O，他的水概念實際上指 XYZ。讓我們稱他所在的星球為孿生地球。問
題：如果孿生地球至少在概念上可能，這會有什麼哲學後果？ 

 
 這哲學設想是美國哲學家帕特南姆(Hilary Putnam)所提出。這設想，雖有小
瑕疵，雖有如科幻故事，但對當代心靈哲學（還有語言哲學）產生重大影響。

以下，先將瑕疵交代清楚，再檢討這哲學設想有何重要後果。 
 要合理設想孿生地球上有個和你完全一模一樣的個體可能有困難：你身體

內含有大量的水，那是 H2O，他身體內含有的卻是 XYZ。這瑕疵對帕特南姆要
談的哲學問題不會有實質影響。我們可以在想像中規定，雖然喝的東西不一

樣，但你們倆仍一模一樣。如果必要，可設想其他非水的例子替代（例如孿生

地球上與黃金幾乎一模一樣但分子結構不同的東西）。另外，在二十一世紀，

我們大抵都有恰當的教育，有水的概念，有 H2O的概念，而且知道水是 H2O。
在這情境下，孿生地球上的人應該被設想成大抵都有恰當的教育，有水的概

念，有 XYZ的概念，而且知道水是 XYZ。因此，要設想孿生地球上有個和你
完全一模一樣的個體可能有困難：你知道水是 H2O，他知道水是 XYZ，你和他
至少有這差別，不會一模一樣。這瑕疵，就帕特南姆而言，不難解決。只要在

設想中規定你沒有 H2O的概念，不知道水是 H2O，他沒有 XYZ的概念，不知

道水是 XYZ，或者將設想情境設定在 1750 年前，那時沒有任何人知道水是

H2O，孿生地球上相對的情境設想裡也沒有人知道水是 XYZ。 
 在此設定下，你和孿生地球上的你，完全一模一樣，只是所落在的環境有

一個小差別，這造成「水」這個字在你的語言使用裡指 H2O，在他則指 XYZ。
如果「水」的語意內容界定我們使用「水」時的概念內容，你和孿生地球上的

你概念內容就不一樣：你的水概念指 H2O，他的水概念指 XYZ。這不一樣，不

是因為你和孿生地球上的你有什麼不同造成的（你們倆一模一樣），而是因為

你們所處的環境不同。換句話說，你們分別會有怎樣的概念內容，部分取決於

所處的環境。由此可推論出：概念內容部分取決於環境狀況。這意味著：使用

概念者的認知和思考不會只是他個人內部的事。認知、思考其實和環境息息相

關。 
 如果這樣，認知不能只就認知者內部的訊息計算或腦的實質活動來瞭解。

認知者能有怎樣的概念內容部分取決於他落在怎樣的環境裡。在提反對者的意

見前，讓我們先再看看帕特南姆另一個科幻般的哲學設想。 
 

桶中腦 
 
設想你有質感上一樣從小到大的經驗，有質感上一樣快樂或悲傷的記憶，

有質感上一樣的人際交往、對未來的預期與夢想。但是，你其實只是個桶



中腦，靠桶裡的營養液維生，靠桶子配備的高科技電腦設備而有上述那些

經驗。不只如此，其實，打從一開始，所有的人都是桶中腦。請問，這可

能嗎？ 
 
這哲學論述裡科幻般的虛擬實境，乍看之下，當然有可能。不過，帕特南姆

說：不可能。他的理由，不管對或不對，框架出一個新且值得爭辯的看待心靈

與世界之間有何關係的方式與問題思索。 
 這裡，有一個細膩的地方需要分辨。帕特南姆的結論不是說我們不可能設

想出桶中腦那般的可能世界。他要說的是：實際上我們不是桶中腦，因此我們

不可能是桶中腦。關鍵因素在：（如果你已接受孿生地球的結論）概念內容部

分取決於認知者所處的環境狀況。桶中腦和我們實際所處的環境狀況非常不

同。因此，桶中腦所設想的「桶中腦」和我們所設想的桶中腦內容不會一樣。

因此，假使我們都是桶中腦，我們所設想的就不會是桶中腦。如果我們所設想

的確實是桶中腦，那麼我們就不可能是桶中腦。因此，只要你接受我們所設想

的是桶中腦，那麼你就得接受我們不可能是桶中腦。 
然而，概念內容果真部分取決於認知者所處的環境狀況嗎？讓我們回到孿

生地球的例子。反對者會說，你和孿生地球上和你一模一樣的人擁有的水概念

其實是一樣的概念，只是恰好這概念稱述的對象包括 H2O和 XYZ。在我們日常
使用到的概念裡，其實也有這種情況；例如，玉這概念的對象包括軟玉和硬

玉。就算「水」這個字在你的語言使用裡指 H2O，在他指 XYZ，但「水」的語
意內容未必就界定了我們使用「水」時的概念內容。桶中腦和孿生地球是很有

說服力的設想，但它們的結論仍有待商榷。孰是孰非，仍有爭議。 
 

複製人與豐田汽車 
 
假設認知與環境息息相關，以下的設想邀請你再進一步將過去、將歷史也

考慮進來： 
 

2010 年 X月 Y日，科學家複製出一個和你個別來看完全一模一樣的人。

請問：他的信念系統和你完全一模一樣嗎？ 
 
 未必。你相信你曾經讀過心靈哲學的論述，他也相信。不過，你的信念為

真，他的信念為假。你對過去為真的信念，對他來講，他也都有這些信念，但

他這些信念全部為假。理由很簡單，他沒有過去。 
 這樣回答，似乎蠻合理的，但美國史丹佛大學哲學教授德瑞斯基(Fred 
Dretske)認為，這回答仍不夠深入、不夠貼切。那複製人，在他被複製出來時，

在還沒有做為一個人的過去時，其實沒有任何信念。他邀請我們設想： 
 
在一個汽車廢棄場裡，一場雷電交加的暴風雨中，恰恰「打造」出一部豐

田汽車。這部車，設備一應俱全，有豐田汽車的商標，連引擎都打有編

號，油箱裡也有汽油。它只有個小缺點：電路連接錯誤，無法發動。 
 
德瑞斯基邀請我們排除使用者的看待方式、描述方式，重新思考上述設想的情

節。它真的是部車子嗎？所謂的引擎、所謂的編號、所謂的油箱真的是引擎、

編號、油箱嗎？它真的有所謂的電路連接「錯誤」嗎？沒有，通通沒有，它只



是個自然界裡產生的東西。複製人其實就像那部「豐田汽車」一樣，沒有恰當

的過去，因此沒有信念，當然也就沒有所謂「錯誤」的信念。這看法，對許多

人來說，相當違反直覺。如果這看法有錯，錯在哪裡？ 
 

人造人阿特 
 
 我們再把複製人的故事稍做調整： 
 

2010 年 X月 Y日，科學家製造出一個物理層面上完全滿足做為一個人的

條件的「東西」，取名阿特(Art)。隨後阿特立即被釋放出來，而且就生活

在你我當中。科學家們知道任何阿特與環境互動時會經歷的物理歷程，包

括腦的歷程。請問：科學家們知道阿特有怎樣的想法、怎樣的信念嗎？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哲學教授戴維森(Donald Davidson)認為：單單如

此，未必知道。解讀出阿特有什麼信念、什麼想法，要點不在他經歷什麼物理

歷程，腦有怎樣的物理活動。要點在他所表現出的行為，整體來看，必須在有

怎樣的信念、怎樣的想法下，才成為可理解的行為。或者說，阿特該被賦予有

怎樣的信念、怎樣的想法下，他的行為才成為可理解的行為。其實，不只阿

特，你我有什麼想法、什麼信念，也要看你我表現出的行為，整體來看，必須

在有怎樣的信念、怎樣的想法下，才成為可理解的行為。 
 戴維森這看法有一個重要的哲學意涵：是人有信念，不是腦有信念；有怎

樣的信念要點不在腦有怎樣的活動，而在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在使用語言中解

讀出「你相信⋯」、「我相信⋯」、「我們相信⋯」等可恰當表述出的信念內

容。在你我的解讀中，你我有怎樣的信念，塑造了你我會有怎樣的互動。有的

哲學家會進一步說：腦活動裡根本沒有所謂的信念，信念的解讀只是方便我們

日常生活裡的互動。這就好比自然世界裡根本沒有所謂的五點鐘，但時辰的劃

分使我們之間的行為能有恰當的搭配與互動。五點鐘是社會行為中的產物，信

念也是社會行為（特別是語言行為）中的產物。不要低估社會行為產物帶來的

影響力：就像時刻的劃分對個人行為有重要影響，信念解讀，包括自己對自己

的信念解讀，也對個人的認知行為有重要影響。在這觀點下，剛從生產線製造

出來的人造人或複製人，在還沒有參與社會生活、表現出恰當行為前，嚴格來

講，沒有信念可言。 
 

有智慧的環境 
 
 從形式計算到腦的實質活動，到所處的環境、擁有的過去與參與的社會，

如果你認為這些通通是我們有所認知、有所思考的重要支柱，那你可能不得不

接受以下的觀點：在改善思考能力的工作上，經營出有智慧的環境比訓練個別

的思考能力還重要。如果你要改善你的記憶能力，不如將記憶放到需要時可以

即時讀取的環境裡。如果你出門時要記得帶傘，與其一直記住這件事，不如把

傘掛在門把上，出門時就可以記起這件事。這個記起的認知動作，是你和門把

共同完成，在這動作中，門把已被收編成你記憶系統的一部份。 
 如果以此再推敲下去，美國哲學家克拉克(Andy Clark)臆測，從認知、思考
的角度看，心靈歷程不必一定就在思考者內，心靈歷程其實可以被看待成思考

者及其所處的環境在特定的搭配關係下共同實現出來的歷程。 



 
結語：不可能的任務 

 
 經歷這一場場哲學設想、哲學論辯，如果你還不確定採取那個觀點比較可

行，你還有一個謙卑的立場可以考慮：就我們的認知能力而言，心靈不是我們

能徹底瞭解的現象或歷程。螞蟻不可能學會算術，算術落在牠能瞭解的範圍之

外。我們其實也像螞蟻一樣，是自然世界裡一群小小且能力有限的生物，也有

我們無法瞭解的事物。當代哲學家馬格英(Colin McGinn)就採取這立場。不過，

我們和螞蟻的情況有一個差別：螞蟻不會問出令牠困惑的算術問題，而我們

能、而且也實際問了令我們困惑的心靈問題。 
從歷史經驗看，這種謙卑立場常常帶來一個兩難式的後果：其一，本來就

有我們無法徹底瞭解的事，這不用深奧的哲學論述來告訴我們；其二，一旦明

確指出哪方面是我們原則上無法瞭解、知道的，後來新概念、新理論、新看待

世界方式的發展，常將原先認為原則上無法瞭解、知道的，變得可以甚或相當

容易瞭解、知道。這兩難式的後果似乎告訴我們：要點不在指出哪方面是我們

原則上無法瞭解、知道的，而在總願意嘗試更深入瞭解的探索心態。 
 

附記 
 
以下列出各節主要的參考文獻： 
 
前言：盒子裡的甲蟲 
 

Wittgenstein, L. (1953).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Oxford: Blackwell. （中
譯本《哲學探討》由桂冠出版） 
 

生產心靈的工廠 
 

Churchland, P. M. (1995). The engine of reason, the seat of the soul: A 
philosophical journey into the brai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顛倒色譜、美國殭屍 
 

Tye, M. (1995). Ten problems of consciousness: A representational theory of the 
phenomenal mind. Cambridge, MA: MIT Press. 
 
Tye, M. (2000). Consciousness, color, and content. MA: MIT Press. 
 

做為一隻蝙蝠感覺起來像什麼樣子 
 

Nagel, T. (1979). What it is like to be a bat, in Mortal ques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梅莉的黑白世界、弗列得新穎色彩的經驗 
 

Jackson, F. (1998). Epiphenomenal qualia, in Mind, method and conditionals: 
Selected essays. London: Routledge. 



 
Thompson, E. (1995). Colour vision: A study in cognitive science and the 
philosophy of perception. London: Routledge. 
 

電腦模擬、中文房 
 

Searle, J. (1984). Minds, brains and scien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earle, J. (1992). The rediscovery of the mind. Cambridge, MA: MIT Press. 
 
Teng, N. Y. (2000). A cognitive analysis of the Chinese room argument. 
Philosophical Psychology, 13, 313-324. 

 
孿生地球、桶中腦 
 

Putnam, H. (1981). Reason, truth and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essin, A. and Goldberg, S. (eds.) (1996). The Twin Earth chronicles: Twenty 
years of reflection on Hilary Putnam’s “The meaning of ‘meaning’”. Armonk, 
NY: M. E. Sharpe. 
 

複製人與豐田汽車 
 

Dretske, F. (1988). Explaining behavior: Reasons in a world of cause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Dretske, F. (1995). Naturalizing the mind. Cambridge, MA: MIT Press. 
 

人造人阿特 
 

Davidson, D. (1980). The material mind, in Essays on actions and event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有智慧的環境 
 

Clark, A. (1997). Being there: Putting brain, body, and world together agai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Clark, A. (2001). Mindwar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cognitive 
scie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特別推薦） 
 

結語：不可能的任務 
 

McGinn, C. (2000). The mysterious flame: Conscious minds in a material world. 
New York: Basic Books. 

 



另外，如果想瞭解上述論述所傳承的哲學史背景，筆者建議閱讀羅素

(Bertrand Russell)的西方哲學史： 
 
Russell, B. (1975). 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and Its Connection with                   
Political and Social Circumstances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 Simon & Schuster. （中譯本《西方哲學史》由五南出版） 

 
值得附帶一提的是：根據瑟耳，當年美國第 39屆總統卡特(Jimmy Carter)在                   
他總統辦公桌上總會放一本羅素的西方哲學史。 
 在這論述傳承裡，有一本很好的科幻小說值得推薦： 
 
艾西莫夫、席維伯格（著）葉李華（譯）（2000）《正子人》。台北：天

下。 
 
從論述角度來讀，它像一篇細膩的思想實驗，邀請讀者從機器人的「觀點」思

索人之身份、心靈、肉體及其之間的關係。 
 

(感謝何志青、林偉信、孫式文的鼓勵與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