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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心理學中，體現認知是相對於認知主義（古典認知）的理論；在

哲學上，體現認知反對二元論，接近於心靈延展論的主張，認為認知不

只是發生在大腦內，還包含身體的各種層面及其與環境的互動。本文探

討以下內容：一、古典認知與體現認知的差異；二、探討體現認知的意

涵和相關的研究；三、以概念形成為例，說明體現認知對學習的觀點。

本文指出學習不只發生在意識層面，更是奠基與延續於無意識歷程；如

能將無意識歷程的感覺與動作系統之活動，呈現在意識歷程中，將有助

於概念的形成。

關鍵詞：人工智慧、概念形成、體現化、體現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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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回顧教育心理學取向的發展，張春興（1994）指出西元1958年，

蘇聯發射斯波尼克號人造衛星，可謂是認知心理學崛起的重要事件。自

此，認知心理學逐漸取代行為主義，成為教育心理學的主流。而在教

育領域之外，涂林機（Turing machine）、通則性問題解決器（General 

Problem Solver）和生產系統（Production System）等的提出，使得認

知科學興起（Shapiro, 2011）。認知科學，顧名思義是解釋「認知」的

科學。由於一般咸信認知活動或心理歷程發生的場所就在大腦，所以

二十一世紀被定位為大腦研究的世紀。但大腦無法直接觀察，也難以

操縱和測量，因此傳統上被視為「黑箱」，往昔對於其結構和歷程的解

讀，常常只能依靠隱喻、理論演繹或來自動物實驗的間接推理；時至今

日，雖有腦電圖和功能性磁振造影等的開發和使用，使得黑箱得以被

探索，但是對這些儀器訊號的解讀，仍需人為的闡釋和來自理論的指

引。例如同樣是觀察腦電波，模組化理論與全腦理論即有不同的解釋。

Edelman指出兩者的差異，在於訊息處理是透過核心機制，還是傳遞過

程中的自動組織（蔡承志譯，2009）。

全腦理論與模組化理論的差異，又會引發腦／心智如何劃分的問

題。前者可說心智是整個大腦活動過程中，自我組織的產物，如此腦／

心智呈現結構與結構化的關係；而後者既然以腦中的核心機制來解釋，

則心智就不能單獨以腦的活動來說明，而是要追問這個核心機制是天生

還是後天演化？位於何處？如何使腦運作？另外，如果說全腦理論是對

的，那麼大腦是神經系統的中樞，與此中樞連結、遍及全身的感覺與動

作系統，勢必也與大腦活動相關，亦即身體在腦／心智活動中，扮演著

一定角色。Lakoff與Johnson（1999）指出約自西元1970年代中晚期起，

有關身體的實徵研究，開始對當時的認知科學產生質疑，並提出相競逐

的解釋；這些發現揭示了，在所有的意義層面與思想的結構和內容中，

體現化（embodiment）都扮演核心角色。他們將心智不含身體的主張，

稱為第一代認知科學（古典認知），而將心智含有身體的主張，稱為第

二代認知科學（體現認知），兩者同屬認知科學派典，但在某些派典信

念上不同，其差異探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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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認知科學派典內的競逐
    
一、腦／心智隱喻的探討

雖說大腦是認知發生的場所，但以生理學來看，大腦只是人體的一

個器官，認知真是腦運作造成的嗎？日常用語諸如專「心」思考、用

「心」學習、「心」即是理，這些顯示在涉及思想時，心智（mind）被

當成主詞且使用頻率更勝於大腦，亦即心智被實體化了。如此腦和心智

可否等同？Martinez（2010）指出自古以來關於腦／心智如何畫分的心

身難題。這個問題早自幾千年前，在哲學領域的認識論與心靈論中，已

有諸多的探討，可概分為唯心、唯物和心物並存三大類，末者即傳統觀

念，又其對心／身（腦）關聯最常見的看法為身役於心，例如Plato有關

金、銀、銅氣質和哲學王的說法。而對近代認知科學產生重大影響的學

說，當屬Descartes的身心二元論（Anderson, 2003）。

按照心物二元論的說法，心智是一個實體，寓居在大腦中並成為指

揮者，俗稱腦中的小巨人；以超科學來說心智即是靈魂。但無形的心

智，如何指揮有形的腦？Descartes起初將實在界分為心智、物質兩個不

同領域，但因無法解釋兩者如何產生交流，所以搬出上帝這個公理系

統，成為第三領域（Martinez, 2010）。心與物因為有公理系統作橋梁

而得以交流，心智的任務，也就變成是上帝密碼在心智與物質之間的

來回轉譯。此種觀點在現代的最佳例子，即是將人腦比喻為電腦：心是

軟體、腦是硬體。然而腦／心智真是如此嗎？Searle（1980）以「中文

屋」的論辯，指出將腦／心智比喻為電腦的不恰當。此論辯是說電腦如

同不認識中文字的外國人，被鎖在充滿字典等工具書的小屋中，藉由各

式字典的幫助能和外界的中國人溝通，但他始終不知所用的字詞之意義

為何。此比喻點出電腦只是在對照翻譯，並未產生理解，也無法形成意

識和賦予訊息意義。 

Dreyfus（1972）與Anderson（2003）指出基於心物二元論思維和

符號表徵與操作，所設計出來的早期人工智慧，稱為GOFAI（Good Old 

Fashione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Dreyfus批判其謬誤如下：

體現認知的意涵及其對學習的觀點――以概念形成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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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無背景脈絡的謬誤

舊AI將訊息視為獨立於背景脈絡、可分離、以一致型態出現的單

位，但事實上訊息卻是與背景脈絡相結合，甚至是背景脈絡決定訊息的

意義。

（二）因果連結的謬誤

舊AI認為人類智慧行為有規則且呈現出因果。Dreyfus指出有何證據

可說騎腳踏車時，心智正在計算該用什麼角度、力道來控制握把嗎？雖

然騎好腳踏車需要掌握一些規則和進行規則管控，但這些歷程可能是無

意識或說自動化。自動化，才是AI要研究的。

（三）無法解釋常識是如何形成

人類輕易擁有的常識感，舊AI只能以訊息的共同部分來解釋，而要

如此，電腦須同時比對千萬筆項目，並且這種比對是沒有中止的。

上述指出將腦／心智比喻為電腦的失當，另外Clark（1999）對

software（軟體）、wetware（濕體）、wideware（寬體）等三種大腦的

比喻進行評論。

（一）軟體

生物與非生物的區別在於能動與否，而能動的原因被歸因於程式操

控，所以軟體和腦／心智如電腦的隱喻一樣，在強調大腦有兩個平行的

系統：硬體和軟體。但此比喻是危險的，它會使研究重心放在規則系統

上，而忽視了大腦本身研究的重要性。此外它也是充滿形而上的預設，

並非是科學研究的做法。

（二）濕體

這是以生理學的角度來比喻大腦。神經研究發現許多行為與活動和

大腦區塊有對應關係，這顯示大腦活動是有規則性的，不用去預設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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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的存在。研究心智也轉為研究腦神經的活動和變化。濕體最常拿網

絡模式來說明大腦運作，各區因相連而產生聯動，例如恆河猴手指運動

的研究，顯示大腦動作區中有相應的手指觸覺地圖存在。但單純的網絡

連結，無法解釋腦神經活動的自主性與選擇性，也無法說明心智運作的

抽象與複雜性。

（三）寬體

軟體和濕體均欲解釋世界與行動的關係，但前者太強調規則與因果

關係；而後者只強調生理聯結，好似知覺即產生了行動。這兩者若不是

將腦功能複雜化，不然就是過度簡化。寬體認為腦既非精細的控制者，

也非自動聯結的場所，而是因應環境變化的「調適」器官，而為了調

適，腦必須延伸到環境並與之互動，此種觀點即是體現認知的主張。

綜合上述，古典認知持心物二元的觀點，認為心智是實體，此種立

論形成許多教育學說。伍振鷟（1996）指出心靈實體說直接導致官能

心理學的建立，間接引發形式訓練說的盛行。Schiro（2008）認為在課

程上形成精粹主義與學者／學術的意識形態。又心／腦屬不同領域，所

以感官經驗須轉譯為無形的符號，才能被心智處理，例如符號命題理論

認為心智表徵是由思想語言（mentalese）所組成（Edelman, 1992）。

Barsalou（1999）指出Fodor的心智模組論，承襲語言獲取機制的說法，

更認為思想語言存在於大腦的獨立區塊中，區塊的關聯是由中央控制系

統來運算。又先天機制是與生俱來故具有普遍性，因此在學習與發展理

論中，出現domain general的主張。Vosniadou（2007）指出Piaget學派、

Vygotsky學派、訊息處理論或社會文化理論等，均持此種看法。

與心靈實體說相對的是心靈狀態論，其否定心智實體的說法，認為

心智是由感官刺激，引發大腦活動時的伴隨現象；在教育學說上，當然

也與心靈實體不同，例如強調實質課程、重視直觀材料與促使觀念類化

的教學法等；另外，主張心靈狀態論者，在認識論上持經驗主義的觀點

（伍振鷟，1996）。楊深坑（2002）指出素樸經驗論以經驗主義哲學為

基礎，以自然科學為思考範例，在方法上以觀察和實驗為主。強調大腦

活動和感官證據的實驗法，使認知從哲學探討轉移至腦神經研究上；但

體現認知的意涵及其對學習的觀點――以概念形成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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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thoff指出迄今即使是最先進的掃瞄儀器，也未能在大腦中找到意識

和自我等心靈特質的神經機制；亦即心智不能完全化約到神經活動的形

式中（洪瑞璘譯，2016）。Northoff提倡非化約的神經科學哲學，認為

心靈現象不只來自大腦，也可能來自大腦―身體―環境的接合。此種主

張與心靈延展論和體現認知相似，和心靈實體與心靈狀態論的差異，在

於打破心智只發生在大腦內的界線。而AI號稱機械可以產生如人類般的

智慧，經此可檢視上述各種心智主張。

             

二、腦／心智的運作方式

Dreyfus（1972）與Anderson（2003）指出早期AI在語言翻譯、問題

解決、型態辨識、下棋與機器人等表現上，產出低品質的成果，促使認

知科學家重新思考認知的定義。以下即從AI的發展，探討古典認知和體

現認知的差異。

（一）以規則為本的系統之問題

通則性問題解決器和生產系統是古典認知興起的推手（Shapiro, 

2011）。這類程式假設智慧行為是由連結有序且和行為有因果關係的規

則組成，常模擬專家思維和解決問題程序，編寫出程式。以恆溫空調為

例，假設其程式語言如下：

If  氣溫a - 設定溫度 ＝ 1  then  give motor  1 value  else  go to

If  氣溫b - 設定溫度 ＝ 2  then  give motor  2 value  else  go to……

此系統的智慧行為在於馬達的變速，而它來自溫差的回饋。但編程

語言是運用指令碼，將常用的操作組合成序列，無法靈敏應對外在變化

也無法自我調節，所以只能執行簡單與呆板的動作。仍以恆溫空調為

例，現行更具智慧的是變頻系統。而要變頻，其程式需更為龐大與複

雜，例如溫差的單位如為整數，但當溫差為1.5時，為了靈敏反應，其單

位得設在十分位，如此程式將暴增；單位如不下調，則需編寫四捨五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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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無條進入等規則。又溫度設定是任意的，當差值為負時還須加上絕對

值。此外當氣溫在設定溫度的上下游移時，為了避免馬達走走停停，還

須設定常數。上述狀況都需編寫更多程式來應對，更遑論規則之間的衝

突，例如汽車的恆溫空調在5-15 = -10的寒冬雨天，要不要啟動？啟動，

淋濕的身體更冷，不啟動，擋風玻璃將充滿霧氣。

（二）控制驅動與資料驅動

腦中先天規則之說來自心靈實體論，並且形成中央控制的假定。雖

然此系統也接收感官訊息，但目的是形成超越知覺、涵括殊相，以直達

理型的符號命題式表徵。被心靈實體說輕視的感官經驗，卻在心靈狀態

論中佔有重要地位。知識是基於感知還是先天理性？Barsalou（1999）

認為單一感知經驗，當然無法形成知識，但同類型經驗的多次記錄之後

即可，此主張稱為紀錄系統；而認為從單一或配對經驗中，以理性抽取

出概念的主張，稱為概念系統。此兩者認為驅動心智的來源不同，前者

認為是感官資料，後者指向中央控制系統。游寶達（2017）說明現代電

腦奠基者John von Neumann指出控制驅動難以生成人類智慧，故尋找新

驅動方式成為首務。Brooks（1991a）設計出機器人「Allen」，其感知

器直接與移動、探索和迴避等行為系統連結，改善以往笨拙的行為；此

種機械狀態取決於資料型態的設計，稱為資料驅動。Brooks（1991b）

比較新舊機器人的設計差異，指出新取向有兩個不同以往的觀念：情境

性與體現化，如此能透過不斷輸入的感官訊息與來自行動的回饋，做出

即時互動。

（三）類神經網絡與深度學習

鑒於新AI的成功，Brooks（1991b）指出傳統將AI分為知覺、中央

和行動系統的設計應去中心化，改為知覺―行動系統。Brooks（1999）

說明去中心化的新AI是無需表徵和推理的智力，可僅靠階層控制系統

將環境和行動快速連結起來。階層控制系統是種類神經網絡，有別於

電腦的核心處理器設計，新連結主義仿照神經網絡的構造，運用反差回

饋與機械學習等觀念，設計出此種系統。這種由輸入―隱藏階層―輸

體現認知的意涵及其對學習的觀點――以概念形成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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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組成的網絡，不僅採資料驅動與平行設計，更能透過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產生更勝於人的智慧，例如「Alpha Go」。茲綜合Nielsen
（2015）與阮巨城（2017）的說明，介紹深度學習如下：

1. 類神經元的基本結構：首先，每個神經元皆有許多突觸與其它神
經元連結，但強度不一，若某連結值是a1w1（w：權種），則總
輸入值如圖1b所示。又神經元有激發門檻，總輸入值減去門檻
值，即向後傳遞的偏移值，依上述構造建立的人工神經元，稱

為感知機（perceptron）。其次，大腦視覺皮質分為V1到V5等層
級，每層萃取特定的特徵。例如視網膜上的感光細胞先對顏色、

形狀、深度等刺激做出反應後，將訊息傳至外側膝狀核進行中繼

處理，再依序傳到V1至V5等層級。最低層的節點，可能只處理
黑白像素的對比，第二層則根據第一層的資料、以連續對比，分

辨出線條與邊界，隨著層級升高、累積資訊也越趨複雜。如圖

1c，當偵測手寫的2時，16*16個方格是像素感知器，好比視網膜
的感光細胞，而隱藏階層猶如V1到V5等層級，旨在萃取線條、
邊界等特徵。

2. 向前推估、反向傳導與深度學習：如圖1b所示，輸入層到隱藏階
層一，採線性函數運算。隱藏階層一以後，涉及訊息累積與層層

轉換，採用非線性函數運算，此種s形分配使得傳遞值又回到0～
1之間，亦即轉換成另一種型態。接著如圖1c，Softmax Layer的
預測值與正確答案間會產生loss值。接著運用下降梯度原理進行
反向傳導，以調整權重和偏移值，此即機械學習。深度學習是

機械學習的一種，機械學習可分為監督、非監督、半監督與增強

式學習。以圖1c為例，監督式學習即是告訴機器loss值，以便進
行反向傳導和修正，其次數需高達上千萬次，才能產生高水準的

預測。例如，Google X實驗室集結千部電腦，處理超過千萬張圖
片，才讓電腦辨識出人臉和貓（Jones, 2014）。所以深度學習的
成功關鍵是大數據和反差回饋。就前者來說，以眼動的平均時間

200毫秒而言，當凝視某物時，人腦已存進許多照片。類神經網
絡若要仿照人的話，就需先創造出巨大的輸入。以後者而言，每

次的反差回饋，使所有的連結權重和激發門檻發生改變，因此整

個網絡是動態與變化的。而早期AI的編碼、解碼之說，倚賴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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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類神經網絡運作圖
資料來源： 阮巨城（2017）。Google  Researcher講解：深度學習

必備知識【網路影片】。取自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Li5sVEXTIJw&t=2881s

體現認知的意涵及其對學習的觀點――以概念形成為例

固定位址和複製，是立基於「無誤」的前提上，若排列錯誤就會

出錯；相反的，類神經網絡立基於「容錯」，錯誤愈多，回饋修

正也愈多。又此種反差回饋，顯示出循環性因果關係，亦即輸入

―預測―輸出間是交互作用的，每次預測並非是最終與最正確的

答案，而是下一次預測的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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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本小節討論，心智探討涉及形上學、認識論與方法論等領域。

以形上學而言，新AI展示出仿照神經元與網絡的機械裝置，即可產生智

慧行為，此種物理功能論，在某種程度上否定了心靈實體說，支持心智

是大腦活動的產物。但AI再怎麼進化，迄今仍無法產生意識，而意識正

是心智顯著的特質。意識是大腦產生的嗎？Northoff指出意識的神經關

聯研究，均可反駁傳統哲學以心靈為據的進路，從而支持以大腦為據的

進路；但以大腦為據和將意識化約為大腦，需有所區別；因為一方面尚

未確定產生意識的神經機制，另一方面，目前觀測大腦的方法，均採第

三者角度，而意識是主觀的（洪瑞璘譯，2016）。透過儀器雖可看到大

腦的活動和變化，但意識的感質只有當事人才知道。所以這是方法論的

問題：如何將客觀觀察到的大腦活動和主觀的意識內容結合？

意識「指個人與環境互動所得經驗的總體」（張春興，1989：

149），亦即意識隨環境而變化。Northoff指出大腦沒有本體感受器只有

身體有，所以大腦需藉由身體與環境互動；又現象學的身體觀念，尤其

是立活的身體（lived body），可謂是意識的基礎（洪瑞璘譯，2016）。

換言之，以大腦為據的心智研究進路，需將腦―身體―環境視為互動的

整體。最後是認識論的議題，深度學習是激發門檻與連結權重的不斷

調整與改變，對照到大腦，學習即是無意識的神經變化，認知成品也非

定理或法則，而是不斷生成與演化的「個人意義」。這些衍生出許多議

題，例如學習是意識還是無意識的？抑或兩者皆有之？如為無意識，腦

波即成為焦點。Dielenberg（2013）指出大腦與機械連結介面研究的成

功，引發了許多嘗試，比如人腦之間可否相互傳遞檔案、文字可否轉為

腦波輸入到大腦、腦傷病人接收正常的腦波後可否恢復等。若這些假設

正確且可行，則整個教育體制將產生大變動；反之，若此說有誤，則需

如何補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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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體現認知的意涵與相關研究

一、身體的雙重性    
    

Northoff指出Descartes將身體定義為具有空間延展和可被分割性

（洪瑞璘譯，2016）。此說把腦、身、石塊、木頭等視為同類，其實是

忽略生物與非生物的差異。Carman（1999）指出Husserl將立活的或第

一人稱的身體稱為Leib，將材料性的身體稱為Körper。Legrand（2010）

舉例解釋：站在鏡前，鏡中人是客體，正在看的那個人即主體。此例中

身體扮演「主―客體」的角色，但一般只以客體來看待。Merleau-Ponty

（1945/1962）指出傳統將客體界定為：與主體分離，可遠離、遮蔽和

消逝在主體面前。如此身體不是客體，而是主―客體。此界定不僅適用

於身體，更可用於認知，Dreyfus（1991）指出傳統哲學探討人與事物交

涉時，採主、客體相對的方式，在意的是主體如何在客體之外觀察之；

但Dreyfus引用Heidegger的可用性（equipment）概念，強調人與事物交

涉，首重工具性；當看到榔頭時，不假思索的「握住」，用來「敲」東

西，這即是及手（ready-to-hand）。可用性與及手，顯示人以一種態度

朝向事物，又握與敲顯示「能力」的考量。Merleau-Ponty（1945/1962）

指出人是以「我能（I can）」的方式經驗世界，當與事物交涉時會將己

身的能力投射其上。Gibson（1979）也提出相似的概念affordance（行動

的可能性）：環境與動物間是雙向關係，前者以其顯示的特徵傳達給後

者，而特徵的意義，則端視後者以其行動能力來認定。例如水平與延伸

的地形，提供支撐、站立或走動的訊息給動物。相反的，垂直與延伸的

地形，則提供阻隔、不可行等訊息給動物。

綜 合 上 述 ， 把 身 體 歸 於 物 質 領 域 是 可 議 的 。 以 仿 生 獸

（Strandbeast）為例，其驚奇處在於純粹由物質構成，卻能展現出生

物的行為；而能動、生長和改變，在生物身上處處可見，身體的結構

與能動性，即可產生結構―結構化的行為。又此種結構之間的聯動稱

為耦合（coupling），體現即是耦合。因為em-body的字首字根em-有

「置入……中」、「使成為……的」等意思（張芳杰，1991）。體現

化也有雙重含義，Hirose（2002）指出有置入身體中的作為（the act of 

體現認知的意涵及其對學習的觀點――以概念形成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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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odying）和使成為身體的狀態（the state of being embodied）。例如

看到椅子並說至少有三隻腳、可以坐或躺、什麼顏色、軟或硬……，這

些是透過置入身體中的作為（看、坐、摸等）而成為身體的狀態（如可

坐或躺的椅子）。

張春興（1989：123）定義認知為「指個體經由意識活動對事物認

識與理解的心理歷程」。Northoff指出立活的身體是意識的基礎（洪瑞

璘譯，2016）。據此認知這個意識活動即是體現；但傳統將認知歸於發

生在大腦中的心理歷程，所以體現之說便遭受挑戰。Núñez（1999: 55-

56）舉出三層次的體現認知：普通體現化（trivial embodiment）指認知

發生在生物神經系統和結構中，此點少有反對；肉體體現化（material 

embodiment）強調去中心化的觀點，認為認知不只產生在大腦，還包含

肉體與真實世界的即時互動；完全體現化（full embodiment）想說明概

念、邏輯、理論化等抽象心理活動，紮根在腦―身體―環境的互動中，

而非存在於先驗或超驗領域。上述的體現化，隨著層級升高質疑度也

上升。普通體現化廣被接受，肉體體現化已被證實對行為的認知解釋，

優於古典認知（A. D. Wilson & Golonka, 2013）。但何以完全體現化卻

被質疑？Robbins與Aydede（2009）區分on-line和off-line embodiment。

要瞭解此區分先得說明on-line和off-line認知。Niedenthal、Barsalou、

Winkielman、Krauth-Gruber與Ric（2005）指出簡單的分野：認知對象在

不在場。直接對實在世界的認知，稱為on-line認知，例如感覺、知覺和

行動；而當認知對象不在場時，僅發生在大腦內的活動，稱為off-line認

知，例如計畫、沉思、做白日夢。on-line embodiment是指on-line認知依

賴於身體；off-line embodiment是說off-line認知使用各種皮質區是間接使

用身體。以下先討論on-line embodiment。

二、體現化的在線認知

第二章的討論指出，認知科學已從心靈為據的進路轉換成以大腦為

據的進路。而普通體現化和肉體體現化，均將環境―身體―腦當成關聯

的互動系統來討論認知，因此要說明體現化的在線認知，只須說明腦―

身體―環境的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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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寓居於環境中的身體

Gibson（1979）區別物理世界與環境，前者由陸地、海洋、大氣等

物質構成，是不論個體覺察與否，均可獨立存在的客觀世界；後者則是

環繞在個體四周，為其所知覺到的生活時空。真正與認知發生關係的是

環境，又它是與身體相互決定出來的，例如Varela、Thompson與Rosch

（1991）對色彩的知覺解析，顯示顏色並非直接由光波所造成，而是視

網膜中三種椎體細胞，激發比率之耦合。Crick（1995）指出許多知覺恆

常性研究，顯示眼睛看到的並不等於大腦知覺到的，因為看是一種建構

過程。以圖2為例，圖中出現一個實際上不存在的白色三角形，其建構

過程如下。

圖2 卡尼沙三角形的幻覺輪廓
資料來源：Wider than the sky: The phenomenal gift of consciousness (p. 

37), by G. M. Edelman, 2004,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Ehrenstein、Spillman與Sarris（2003）試圖建立完形心理學與神經

科學間的關聯；他們在視網膜和視皮質區之間，找到各式各司其職又相

互輔助的神經節細胞，例如有明暗對比、指示色彩、動作、多元目的、

輪廓、背景感受等等，其中有一種終端――停止單位，會在相對終端之

間發送主體的輪廓訊號，此可以解釋圖2幻覺輪廓的發生。另外以負責

體現認知的意涵及其對學習的觀點――以概念形成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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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暗感受的神經元來說，on中心神經節細胞，若以細小光點，照射在其

感受區域的正中央時，它會有強烈的激發；但當光點逐漸擴大，激發反

而逐漸變小，而off中心神經元的激發情況恰好與其相反，兩者一同運

作則形成明暗（Crick, 1995）。上述的視覺研究，顯示身體組織（椎體

細胞、神經節細胞）所扮演的角色。空間構成也與身體有關，Tversky

（2001）指出身體空間是由頭―腳、胸―背、雙肩等軸線交會於頭部所

構成的立體概念，由此衍生出圍繞身體的空間和行走時導航的空間。前

者是經由視覺和觸覺的連結，將身體空間和其旁的空間結合（Macaluso 

& Maravita, 2010）；後者是將上下前後左右等方位延伸出去。這些方位

對於雙眼同側的人類，好似裡所當然；但對雙眼長在兩側的鳥類，即非

如此。另外身體也與時間感知有關，Núñez（2008）指出英語系的時間

表達，像the day before yesterday、post summer，顯示出點―方向的空間

關係；南美洲的Aymara人以眼前、背後的方式表達時間，例如眼前的年

即明年，此種方式是以自我為基準點。這兩種參照空間顯示時間與身體

相關。  

上述的時空感如何與認知相關？Merleau-Ponty（1945/1962）指出

意識、認知或知覺，被意向弧（intentional arc）所包圍，它將過去、未

來、人為設定等等，投射在我們的周圍。例如頭戴鵝毛羽飾帽子的婦

人，在不經測量、計算下，即可在羽飾和可能碰壞它的物體間，保持安

全距離。意向弧顯示知覺到的環境已不單是物理對象，更是加入方向、

距離、感覺等的複合對象。Dreyfus（1972）指出電腦只能顯示外在物件

層次和內在的代碼層次，無法顯示複合層次，所以在指稱上就會出現問

題。複合層次對象的形成，如以下探討。

（二）內嵌於身體的腦  
 
Northoff指出由Putnam提出的思想實驗：桶中腦（brain in the 

vat），企圖反駁語意內部論以支持語意外部論；這個思想實驗的主要

論辯問題是，桶中腦可以知道自己在桶中並做出我是桶中腦的陳述嗎？

而不管能或不能均會產生邏輯的矛盾（洪瑞璘譯，2016）。Thompson

與Cosmelli（2011: 168-172）也討論桶中腦的問題，指出此思想實驗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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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成真的話，需考量：1. 讓腦存活並持續運轉；如此桶子必須提供水、

氧氣和營養等。亦即沒有桶子，腦就無法生存，由此可知腦身的相依相

存；2. 腦自身的活動須和身體活動耦合：例如神經、呼吸與循環系統等

的耦合；3. 仿自環境的模擬：意識內容中的事物狀態要和感官感應的事

物狀態相應，例如視覺皮質和視網膜間的相應對，否則腦就被鎖在身體

中。 

基於大腦無法獨立生存與運作，Thompson與Cosmelli（2011）認為

探討意識與經驗不能只鎖定在頭顱內，應以環境―身體―大腦的整體

互動來研究。此種觀點已獲得許多支持，以生理系統而言，Gallagher

（2005）指出循環系統諸如心跳速率、血壓、呼吸頻率等與工作難易度

間的相關性。另外內分泌系統亦是明顯可見的例證，並且它不受意識控

制。以神經系統而言，Kolb與Gibb（2011）說明腦神經系統的發展是不

斷改變的歷程，此稱為可塑性；他們分析20年來影響大腦發展因素的研

究，指出其中具有明顯效應的有：感官與動作經驗、精神藥物、性腺激

素、親子關係、同儕關係、壓力、腸胃道桿菌、飲食等；此中，感官與

動作經驗排名首位。另外Kolb、Mychasiuk、Muhammad、Li、Frost與

Gibb（2012）研究影響前額葉皮質發展的因素，感官與動作經驗也居要

位。

（三）表徵在腦中的身體

感官與動作對可塑性的明顯影響，可從以下實驗得知。Tsakiris與

Haggard（2005）回顧橡膠假手幻覺（rubber hand illusion）的研究：同

時對出現在受試者視線內的橡膠假手和視線外的真手，施予同樣的撫

摸，一段時間後以鐵鎚敲打假手，受試者產生驚愕的反應，以為打在

真手上。此種將假手視為己手的歸因歷程，即所有權（ownership），

它是心理層次的。另外，幻肢（phantom limb）研究，也可提供這類的

解釋。Ramachandran與Blakeslee說明周邊神經必須將訊息傳達至大腦皮

質的感覺區，才能使人產生知覺，而幻肢是病人一直覺得失去的肢體還

在；其成因是人體各部位在大腦皮質中有相應區（朱迺欣譯，2002）。

例如Bednar與Williams（2016）指出神經映射圖是一片神經元系統性的

體現認知的意涵及其對學習的觀點――以概念形成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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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到另一群神經元，常見的形狀是拓樸圖；最清楚的範例是視網膜、

體感、耳蝸、鼻腔等在皮質區的拓樸圖，它們和感官接收器的表層相

符應，也因此和外在世界有系統的連結在一起。又這些感應區分布在

各皮質區並且相互連結與重整。Edelman指出各映射圖的聯繫、協調與

全腦的統整，可藉由神經元群選擇理論的發展選擇、經驗選擇、再入

映射來解釋（蔡承志譯，2009）。綜上，腦中有身體意象存在（body 

image），它與知覺、動作、大腦模擬乃至自我有密切關係。探討如

下：

龔卓軍（2006）整理胡賽爾的身體感論述，其中「身體透過觸覺和

疼痛而成為我的身體」、「雙重作用」、「區位化作用」、「本體感

覺」、「身體與他者」等概念，本文輔以研究說明之。首先，橡膠假手

幻覺與幻肢，已說明感覺直接造成身體意象。其次，身體各部位因皮膚

與肌肉的張力、壓力與痛癢，或因彼此的相互接觸而被知曉為存在於何

處，此即為區位化作用。它與身體的運動息息相關，像搔背、咀嚼、拍

手等涉及兩部位以上的運動，即需區位化作用。而Gallagher（2005）認

為身體運動主要依靠體感覺與本體感覺，前者大多來自觸覺，使各區位

被知曉；後者來自肌肉、韌帶、關節、前庭等的狀態，用以維持姿態、

管控運動和調節內在組織變化，它們是體現的重要來源。Gallagher 指出

身體意象是關於己身的知覺、態度和信仰的系統，呈現於意識中；而身

體基模（body schema）涉及運動能力和習慣，既驅使也限制運動，以及

保持姿態，但不為意識所覺察。兩者構成包含時間的動感意識，也使我

的身體被完整感覺。

（四）身體意象與身體基模的統合

Blanke、Slater與Serino（2015）指出身體的自我意識包含三種統

合：1. 以身軀為中心的感覺統合；2. 本體感受、前庭和被視見的身體

間的整合；3. 在圍繞身體的空間中，延伸的多感官刺激促使各種身體

訊號，產生時空一致性。末者被Blanke等人稱為體現化，它不僅改變圍

繞身體空間的疆界，也包含將非肉身物件置入身體的自我意識中。以

Merleau-Ponty（1945/1962）所舉的「盲人拐杖」為例：拐杖延伸了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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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和動覺，為盲人偵測出可行走的空間；這是一種「工具肉身化」的概

念。肉身化不僅止於觸覺和動覺，它是多感官的。例如Parsons（1987）

發現在心像轉向的實驗中，如將2D／3D方塊圖改替為人體圖時，操作

會更快。Conson等人（2015）進行身體轉移實驗（如圖3），受試者的

任務是判斷黑色手套在何手，任務的操作結果，顯示受試者是將自身轉

移到人形圖上來判斷標示物，轉移越容易，判讀就越快。

圖3 自身身體轉移實驗
資料來源： ‘‘ ‘Put myself into your place’: Embodied simulation and 

perspective taking in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by Conson, M., 
Mazzarella, E., Esposito, D., Grossi, D., Marino, N., Massaglie, 
A., & Frolli, A., 2015, Autism Research, 8, 460.

體現認知的意涵及其對學習的觀點――以概念形成為例

以上例證，好似身體投射到事物上，但其實是身體的自我意識在腦

中的統合。Gallagher（2000）說明最小的自我（minimal self），是由行

動性感覺（sense of agency）和所有權感（sense of ownership）組成，

前者是指感覺到我生產了該行動；後者是感覺到我曾經歷過它。例如走

入停車場看到好幾部外貌相同的車子時，剛好車體上有一片日前自己造

成的污漬，則此成為辨識我的車之顯眼特徵。另外黃從仁 （2017）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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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如何讓機器人有自我意識時，指出身體作為邊界，可幫助意識辨識自

我與非自我，比如機器人靠近狗時電量下降，聽到狗吠而離開時電量上

升，「靠近」、「離開」是種行動性，體內電量改變是種所有權；又看

到其孿生型機器人被狗攻擊時，其內部狀態沒有變化，而知道我沒有被

攻擊。行動性與所有權，幫助物―我概念建立的研究有很多。Fridland

（2011）指出從個體對物體概念特徵的增加中，可發現這些特徵的質

性，起因於肉體技巧、能力等與物體的互動。Martin（2007）指出fMRI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表明，關於物體特性的信息

（看來像什麼、如何移動與如何使用）被存儲在感官和運動系統中。

空間觀點取替（Spatial Perspective Taking, SPT）是另一類的身體在

自我意識中的統整，此類實驗要求受試者以人形圖或演員位置，判斷周

邊物品的方位（Kessler & Thomson, 2010）。Kessler與Thomson指出SPT

是溝通和認知的重要歷程，這指出另一種觀點取替：同理心（移情），

它與鏡像神經元密切相關。如其名，鏡像神經元將他人的動作與姿態

鏡像於腦中，Gallese（2009）說明鏡像神經元與標準神經元（canonical 

neurons），合稱鏡像神經元系統。Sahin與Erdogan（2009）研究鏡像準

神經元系統的激發時機。標準神經元：在看到可用之物時會被激發。鏡

像神經元分為：不只是在握住物件時會激發，看到該動作也會激發；只

看到物件時不會激發；激發不僅止於視覺領域。上述兩者激發的時機，

恰好有互補之處。例如只看到可用之物而沒有使用該物件的動作時，標

準神經元會被激發，鏡像神經元則否；但非視覺刺激，比如聽到某種動

作引發的聲音，則鏡像神經元會激發，標準神經元不會。所以當兩者結

合成鏡像神經元系統時，不管視覺、聽覺、觸覺或動作，此系統都會被

激起，進而引發同理心。

Pineda、Moore、Elfenbeinand與Cox（2009）指出同理心融合認

知、動作與情緒，是以鏡像、情緒傳染、模仿、模擬、仿真、擬態等過

程為基礎，所發展出的讀心理論。以模仿而言，觀察者能瞬間做出他人

的動作或表情，僅需依靠鏡像過程。但如此不代表就能瞭解他人的意圖

和心理狀態。Hamilton（2008）說明在讀心之前，觀察者須先形成一個

目的―導向的動作表徵。此種表徵是經由以下的模擬過程：當鏡像神經

元系統激發時，觀察者的感覺―動作系統正進行一同動作（co-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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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與記憶連結，進而引起先前此一動作下的身體狀態、感受、情緒與

目的等，Gallese（2009）把這種模擬稱之為體現的模擬（embodied 

simulation）。

三、體現化的離線認知和完全體現化的探討

如前述，off-line認知是指認知對象不在場時，發生在大腦內的活

動。但無對象在場且純粹發自於腦的off-line活動（例如夢），並符合認

知定義的並不多，反倒是由on-line轉為off-line的居多，例如看到擁擠的

公寓說它「像」鴿籠。此種把不在場和在場的東西連繫在一起，首先需

要的是記憶。其次像什麼、歸因於什麼，這些能力是產自心智。體現認

知認為心智是環境―身體―大腦的耦合。完全體現化即是要說明記憶提

取、類比、推論、範疇化、概念化乃至理論化，皆是環境―身體―大腦

耦合的結果，或說大腦模擬使用感覺―動作系統的資源。

（一）記憶與on-line和off-line的結合

記憶是把在場與不在場事物結合的關鍵，而從深度學習中已知，網

絡中的門檻和權重會不斷變化。Edelman（1992）指出記憶系統運作的

新觀點：動力觀，記憶的形成不是依靠特定軌跡和位址，而是神經元

群間迴路與再入（reentry）所構成的連結型態。另外，反向回饋是深度

學習成功的關鍵，但它們如何儲存與再提取？Pfeifer、Bongard與Grand

（2007）進行機器人執行延遲任務的實驗，指出機器人不用記住做過哪

些決策和任務的狀況，只須瞭解瞬間的相關性；這些相關性是過去經驗

和現在行動目的的關聯。所以Pfeifer等人認為記憶是感覺―動作系統的

調和。相同的，Glenberg（1997）認為記憶服務於知覺和動作。另外M. 

Wilson（2002）指出心像、工作記憶、情節記憶、默識記憶、推理和問

題解決，均是以身體為基礎。以心像而言，要表徵出具體物件的視覺、

聽覺或動作的心像，大腦需進行模擬外在事件；又例如對無意義訊號的

辨識，如受試者練習時能輔以動作或姿態，則辨識時速度即加快，此例

說明動作或姿態增進工作記憶；再以推理和問題解決而言，它們倚重於

體現認知的意涵及其對學習的觀點――以概念形成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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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覺動作的模擬，又以心理模式協助推理和問題解決來說，具有空間形

式的模式，能有效改善抽象問題的解決。Wilson認為上述的例證，說明

off-line認知是以身體為基礎。

（二）腦波整合中的身體

Pfeifer等人（2007）指出某些記憶在腦波整合中擔任吸引者角色。

Freeman（2003, 2004）指出受過辨味訓練的動物，再次辨味時，感覺

皮質生成的腦波，行經內嗅皮質時有匯集現象，此處是氣味記憶所在。

Dreyfus（2002）指出此種因學習經驗對神經網絡連結強度的改變和調

整，稱為吸引者理論。吸引者的形成和reafference（自體傳入）有關。

Freeman（2004）說明在刺激進入時，身體的本體感覺與海馬回、杏仁

體、下視丘等在內的邊緣系統，會向動作、感覺皮質系統傳送訊息，此

傳導即reafference。相同的，Edelman指出再入迴路是促成初階意識的

關鍵，它包含自我（體內恆定系統、本體感覺）和非自我兩大信號類

型（如圖4）；前者與腦、身的感覺成分，組成腦、身價值系統和調節

元素；後者經由各感覺的初級與次級皮質呈現為現實知覺分類；價值

系統與現實知覺的關聯促進記憶發展和概念分類的能力（蔡承志譯，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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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首先心理功能被當成是腦波的激發、傳導與統整，但擾

動的腦波需要吸引者，才能產生方向和次序，兩例中，海馬回所在的邊

緣系統成為此種中心，並且都有自體傳入的訊息。其次，圖4的自我是

由體內恆定系統、本體感覺組成，稱為身體的自我，Edelman指出當它

與價值―範疇系統結合，建構出自身價值―範疇歷史的情景時，自我出

現了（蔡承志譯，2009）。此自我即認識論中的認知主體，他／她是動

態與歷時性的而非實體。

圖4 再入迴路促成初階意識
資料來源：Wider than the sky: The phenomenal gift of consciousness (p. 

56), by G. M. Edelman, 2004,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體現認知的意涵及其對學習的觀點――以概念形成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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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符號紮根

Edelman（1992）指出認知科學關於思想、推理、意義以及它們和

知覺之關聯，存有一系列迷思概念：世界之物皆有固定範疇且可對之

作出本質性的描述；心智經由心理表徵來運作；表徵被假定是由思想語

言組成；假如心理表徵的操作規則能被詳述，則可藉由計算裝置加以

執行。從上述可知，心理表徵可謂是古典認知的核心，反心理表徵就

成為體現認知的著力點，Dreyfus（2002）指出運動和技能專家使用直

觀的方式解決問題，這是沒有心理表徵的智力。Brooks（1999）指出新

AI是無需表徵和推理的智力。又以沒有意識與心理表徵的Alpha Go而

言，其展現的智能是突現（emergence）的。然而儘管有許多研究支持認

知是突現的，但Núñez（1999）指出體現認知仍無法完全解決表徵飢渴

（representation hungry）的問題，尤其是語言方面。但撇開心理表徵的

全有或全無，如能說明形成心理表徵需使用感官和動作資源，亦可支持

體現認知的說法，這即是符號紮根（symbol grounding）的主張，例如下

面的研究和論述。

Edelman（1992）指出映射圖間經再入而連結，稱為類別耦合

（classification couple），此構成知覺的範疇化，是從生理學轉變到心理

學的階段；多元映射圖之結合，則形成普全映射圖（global mapping），

常發生在高階意識中，例如知覺範疇化和語言區記憶的結合形成概念。

Harnad（2005）指出範疇化是構成概念的基本活動，而它發生在感覺―

動作系統中。Beauchamp與Martin（2007）依據物體的概念形成，植基

於知覺與行動，進行顳葉中回（MTG）電位測量，發現使用物體與再

表徵此物體，使用相同的腦神經區塊。Mahon與Caramazza（2009）認

為感覺與動作系統間的訊息交流，構成概念知識的表徵與產生抽象的認

知訊息。Kiefer與Pulvermüller（2012）指出古典與體現認知在概念形成

上，有四種對立向度：amodal（非關於感官）vs. modality-specific（感

覺通道特定）；大腦特定區域 vs. 分布於大腦；先天 vs. 依賴經驗；穩固

vs. 可變；Kiefer 與 Pulvermüller 進行相關的大腦研究，均支持體現認知

的解釋，例如在動作與動作字詞的大腦觀察研究中，發現功能性磁振造

影下，兩者激發的皮質區域有覆蓋現象，這顯示概念處理與知覺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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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者使用相近的神經資源；腦電圖（EEG）與腦磁圖（MEG）研究，顯

示字詞辨認初期（150～220msec）是動作系統激發的階段；跨顱磁刺激

（TMS）研究，顯示模擬動作可加速動作字詞的辨認。    

肆、體現認知對學習的觀點――以概念學習為例

一、學習與心智關係的再探討

學習與心智的關係密切，綜合心靈實體論（古典認知）、心靈狀態

論與心靈延展論（體現認知）的探討，欲區辨三者論述合理性，除了AI

外還有一關鍵：意識的生成時間。由於意識是心智的關鍵特質，意識活

動可謂是心智存在的明證。而根據心靈實體論的說法，心智和大腦是並

存的，所以意識與大腦活動是共時的，甚至根據身役於心的說法，前者

應該先於後者。而心靈狀態論認為大腦活動是因，心智內容是果，所以

大腦活動先於意識的生成。Libet（2004）在探討心智時間時，回顧了

兩種類型的實驗。第一種是意識覺醒時間的研究：例如受試者在放鬆狀

態下，注視旋轉的光點，當光點停下時伸手按按鈕；實驗同時記錄肌肉

運動和準備電位（readiness potential）觸發的時間；結果出人意表的，

準備電位觸發的時間比肌肉運動晚了約30毫秒。「決定」伸手屬意識層

面，但卻比伸手動作晚，所以動作並非是意識下的命令，而是無意識的

大腦活動使之。第二種實驗為感官體驗的主觀時間：例如同時給予大腦

的後中心體感皮質和皮膚刺激，結果受試者先感受到皮膚的刺激。

第一類實驗引起有無自由意志的爭論。謝伯讓（2016）指出否定者

認為決定或意志，已先被不涉及意識層面的大腦活動所誘導，行為時根

本無意識意志，也就沒有自由意志可言；保留者認為，此類實驗只是說

明意志和決策行為受到潛意識影響，自由意志仍有存在的空間。但不管

否定或保留，皆顯示意識和無意識兩種層面並存。Kahneman指出心智

存有兩套系統：無意識的快思和有意識的慢想，前者如知覺、直覺、錯

覺、記憶、偏見、情緒框架、刻板印象、捷徑思考等，是由聯結激發與

自動組織的神經網絡造成（洪蘭譯，2012）。第二類實驗涉及的均是

意識層面。而依照心靈狀態論的說法，心智是大腦活動造成的，那麼大

體現認知的意涵及其對學習的觀點――以概念形成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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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應比皮膚先形成感受意識，但結果卻相反。不過這恰好印證體現認知

的說法：心智是環境―身體―大腦耦合的結果，意識的生成不只需要大

腦，還要有身體和環境的回饋，與三者的統整，也因此需有生成和準備

的時間。如此即可解釋為什麼身體比大腦先形成感受意識；另外也可對

快思和慢想系統做說明，例如前者既然是由「自動組織」的神經網絡造

成，所以它是無意識的；而當神經網絡無法自動組織時，即需不斷透過

再入與再入迴路，進行環境―身體―大腦間的訊息整合。總結本節，心

智存有兩套系統，兩者的關係值得探討。

二、意識層面的學習是奠基與延續於無意識層面

快思系統類似於體現化的在線認知，認為認知是突現的，著重在環

境―身體―大腦的即時互動；慢想系統接近於完全的體現化，強調心理

表徵問題的闡釋，著重於離線認知的高層次心理活動。而若大部分的

離線認知接續於在線認知，那麼「意識門檻」成為焦點。Northoff對意

識、無意識與非意識作區分：意識是指第一人稱視角的經驗；目前經驗

不到，但會影響意識以及將來可能被意識到的，稱為無意識；而永遠無

法被意識到的稱為非意識，它與無意識有別（洪瑞璘譯，2016）。照此

區分，意識與無意識間的門檻是浮動的。Haselager、van Dijk與van Rooj
（2008）以生物特性將大腦稱為「懶惰的大腦」，認為他是不仔細覺

察而成功（ignorantly successful）的系統。又謝伯讓（2016）指出大腦

具有自私的基因原則。依此，意識浮現的門檻，即快速回應世界以求

生存。注意、辨識和範疇化（categorization）等形成概念所需的基本工

作，已被無意識的快思系統完成，複雜與困難的任務，則留給意識層面

的慢想系統。而古典認知只著墨在意識層面，如此對概念學習產生許多

弊病。

（一）概念學習理論的問題

Amin、Smith與Wiser（2014）指出概念和概念改變的研究史中，

有領域―通則化和領域―具體化的爭議，此圍繞在Piaget理論的正負影



25

響上；爭議點即各階段間是質的斷裂還是量的連續？這又牽涉到概念

內容和結構，是形式―邏輯還是領域―具體？研究共識傾向於後者。

換言之，形式運思期起源與延續自之前的各階段，而非只發生在形式

運思期。另外此類爭議在閱讀理解上，即符號紮根的問題，Glenberg與

Robertson（1999）指出背景知識可增強學習效率和理解，而索引假設

（indexical hypothesis）理論有助於形成背景知識。Glenberg（2008）指

出一系列的研究顯示，閱讀時若有環境之物的指引以及有模擬或想像操

作，可增進理解和獲取意義。索引假設理論是一種體現的意義理論，其

能增進閱讀理解，在於注重情境與具體操作。

（二）課程理論與知識論的問題

Schiro（2008）指出學者學術意識型態，認為知識本質和來源是經

由學科專家對客觀實在的解釋而來。Vosniadou（2007）指出除了基本

的讀寫和算術外，教育的要務是讓學生瞭解學科思維方式，特別是物理

和數學。上述的課程設計即學科課程，它認為專家知識和思維路徑最值

得學習，這和AI規則演繹系統的設計相仿，倚賴的是控制驅動而非資料

驅動，呈現的樣貌是global的符號，而非local的刺激。Gardner指出兒童

的直觀世界與學校教導的專家知識間，存在著鴻溝；從生活經驗建立的

直觀世界，反而成為學習科學概念的阻礙；更甚者，某些概念即使是本

科系學生或成人，仍存有迷思概念（陳瓊森、汪益譯，1995）。換句話

說，迷思概念可謂是學校教育的一大挫敗，專家知識的多年教學仍改變

不了直觀經驗。Vosniadou也認為學習學科思維方式，是學校教育失敗最

多的地方。綜合上述，挫敗的原因，即是只重視抽象與理性的專家知識

（慢想系統），忽略無意識的快思系統。兩種系統衝突的結果即造成迷

思概念。

（三）意識與無意識學習融合之探討

以自然科學常見的迷思概念為例：地球會自轉且繞著太陽公轉的日

心說，與直觀經驗的地心說相扞格。此單元常用的教學活動是觀察模

型。其常見的理由為：人類受限於視野無法發現地球是圓的且會自轉。

體現認知的意涵及其對學習的觀點――以概念形成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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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之道是從外太空看地球。但能有這種經驗的極少，於是觀察模型、

衛星照片或模擬動畫成為可行的替代方式；不過這些都是外部觀點（從

外太空看地球），以為觀察者脫離環境後，能更加看清觀察對象；然而

根據相對運動，立足點與參照物改變，觀察結果必然不同，並與學生從

地球看太空的經驗（內部觀點）相衝突，如圖5的解說：

觀察者：學生仍在地球上，其天―地―人的空間關係，和身處外太

空時不同。又空間是以身體為軸延伸出來的。學生站或坐時的空間，如

圖5乙所示。當圖5甲的學生以此空間關係觀察地球模型時，就會出現問

題，例如觀察地球自轉方向時，A與E或G與C的東西方向剛好相反。又

將圖5乙的座標系統，置放在地球儀表面時，北極變成在學生的上方，

南極則在下方。再者，此座標系統在地球儀上延伸的結果是圓弧形的，

加深方位判斷的難度。如果再加上地日關係時，如圖5丙所示，太陽將

不會出現在觀察者上空，而是出現在接近水平面上。上述問題歸因於模

型與人分離，如將人放在地球模型上，如圖6所示，正確的天―地―人

與太陽的空間關係即出現。空間關係的錯置，不只出現在模型觀察上，

看圖片、影帶或模擬軟體也會。但這些鮮少被注意，其原因是空間構成

近乎無意識，或認為意識能轉換空間關係，但結果是讓學生產生迷思概

念。

圖5 觀察地、日模型的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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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thoff指出意識是自我視角組織與第一人稱視角的（洪瑞璘譯，

2016）。但此單元常用的實驗卻是採外部觀察，此種將人與所處環境

分離的弊病，是無法形成有感的認知。前述，Gallagher（2000）指出最

小自我，是由行動性感覺和所有權感組成。此二者能讓自我產生有感的

認知，說明如下：地球儀企圖等比例縮小地球，這是比擬，但要讓認知

有感，光有模型不成，還需有比擬的過程。於此有「goole earth」可利

用，例如讓學生尋找家、學校、景點……到地球全貌，來回操作直至學

生產生衛星下的地球，就是其生活的地球。之後進行goole earth與地球

儀的替代。又第一人稱視角是帶有生活情境的。若將學校環景照片立體

化、架上攝影機並安置於地球儀上（如圖7）。然後進行實驗並將畫面

同步傳輸與放映，則學生可同時擁有內部與外部觀點，以及進行觀點取

替。

圖6 天―地―人關係示意圖

體現認知的意涵及其對學習的觀點――以概念形成為例

圖7 雙視野地球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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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學習不只是意識的勞役活動，也包含無意識的快思活

動，在意識覺察前，諸如身體感、時空感、意向弧、行動的可能性、

身體基模等早已運作。而若無意識活動有理可循，尚可說它們和意識活

動有邏輯相關；但如果兩者各擁其法，則教與學將陷入矛盾而不自知。

Gardner指出愈是對學科知識專精的教師，愈不瞭解學生的心靈（陳瓊

森、汪益譯，1995）。如此先備知識或舊經驗以什麼型態儲存在大腦

中？教學者若只進行意識分析，則教學可能事倍功半。

三、體現認知對概念形成的助益

    
（一）沉浸式的教學環境

身歷其境的體驗，可說是體現式學習的最佳寫照。但學校教導的

知識常是時空壓縮下的產物，如此實地體驗或做中學，常變成點綴性

活動。因此有研究企圖結合虛擬實境與體態模擬，開發出沉浸式的教

學環境。Kilteni、Groten與Slater（2012）指出體現化的感覺（sense of 

embodiment）包含自我定位、行動性和身體所有權等三類感覺；此三

類別的細目較容易尋找，例如自我定位有第一人稱觀點、碰觸感和前庭

刺激等細目。Gonzalez-Franco與Peck（2018）發展出問卷以蒐集類別細

目。Kang、Lindgren與Planey（2018）設計出虛擬實境結合姿態模擬的

多媒體平臺，企圖找出思想表達時所使用的手勢細目。這些細目如能達

成自我―假人（avatar）間的同步化，則假人就可代替學習者在虛擬實

境中進行探索和體驗。不過Kilteni、Groten與Slater也指出體現化感覺的

類別相關性不容易發現，還有待後續研究努力。

（二）感覺―動作系統對教與學的助益

Radford（2009）認為思想的傳達或理解是發生在具體的言談、姿態

與行動，和情境中的工具與物件之互動。換言之，感覺―動作系統能對

教與學產生助益。例如Wittmann與Chase（2012）在波傳導學習的實驗

中，發現學生與實驗材料接觸的方式，會影響到問題的解決。如圖8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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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要求學生製造一個快速波動時，起始動作有拉緊彈簧的組別，回

答的正確率，高於未拉彈簧的組別；但如果將實作改為書面方式與訪談

後，發現原先能正確回答的學生，卻變成無法說明。Wittmann與Chase

認為「拉緊」這個動作和「緊繃」的感覺，引發先前經驗的聯想而有助

於問題的回答。另外思想表達除了語言外，也常藉助手勢和物件操作。

Abrahamson（2009）請學習過機率的學生解說和演示其理解過程，企

圖從中找到顯示思維的符號，用以改善教學產品和對學習產生助益。

Alibali與Nathan（2012）發現數學課堂中，師生經常使用姿態，他們整

理出三種表現出體現認知的姿態：點出的姿態顯示認知是紮根在物理或

圖像的環境中；表徵式的姿態顯示對動作和知覺的心理模擬；隱喻式的

姿態揭示概念紮根在身體和經驗中，例如用雙手頓點式的往前比，表示

時間順序，這些姿態搭配說話者的言語，成為數學思考是體現認知的證

據。

（三）圖像基模：隱喻（metaphor）與類比（analogy）式推理

Johnson（1987）指出圖像基模（image schema）是持續、有次序的

活動中，重複發生的型態、形式和規則；又這些型態是身體在空間中的

移動、對物件的操作和知覺互動中浮現出來的有意義之結構。圖像基模

可謂是體現認知應用於教學最為廣泛的範例，例如Núñez（2008）以圖

像基模說明抽象的數學概念之理解，圖9，A和B的交集與聯集，可用容

器圖像基模的於內―於外結構來解釋。

圖8 波的傳導實驗
資料來源：Evidence of embodied cognition about wave propagation, by 

M. C. Wittmann & E. Chase, 2012, in N. S. Rebello, P. V. 
Engelhardt, & C. Singh (Eds.), AIP conference proceedings, 
1413 (p. 384), College Park, MD: AIP Publishing.

體現認知的意涵及其對學習的觀點――以概念形成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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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等差級數也是一個抽象概念，Nemirovsky與Ferrara（2009）展示

一個類比式推理有助於抽象概念學習的例子，如圖10所示。

圖9 維恩圖（Venn diagrams）
資料來源：Mathematics, the ultimate challenge to embodiment: Truth and 

the grounding of axiomatic systems, by R. E. Núñez, 2008, in P. 
Calvo & A. Gomila (Eds.), Handbook of cognitive science: An 
embodied approach (p. 340). New York, NY: Elsevier.

圖10 等差級數的階梯案例
資料來源： “Mathematical imagination and embodied cognition” by 

R. Nemirovsky & F. Ferrara, 2009, Educational Studies in 
Mathematics, 70(2),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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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s（2012）說明兒童看時鐘讀時間時，會形成三種圖像基

模：接近、容器和來源―途徑―目的（如圖11），而常見的錯誤來自於

接近和來源―途徑―目的間的混淆，這可使用容器圖像基模：滿―未滿

的概念來改善。另外Jeppsson、Haglund、Amin與Strömdahl（2013）以

統整的圖像基模之應用，說明學生如何解決熵的問題。Fuchs（2007）

發現從熱傳導中找到的圖像基模，可以類比式的推論到流體、電子和動

作等理論中。

體現認知的意涵及其對學習的觀點――以概念形成為例

圖11 兒童看時鐘讀時間使用的圖像基模
資料來源：“Image schemas in clock-reading: Latent errors and emerging 

expertise” by R. F. Williams, 2012, Journal of the Learning 
Sciences, 21(2), 223.

總結上述，範疇化或稱為類別化是概念形成最基本的任務，Atkins

（2004）指出古典範疇理論的立論基礎即原型（prototype），但此種說

法遭受愈來愈多的批判。例如前述Kiefer與Pulvermüller（2012）對古典

認知與體現認知的比較，各項腦研究的數據均顯示，概念是建立在感覺

通道特定、分布於大腦、依賴經驗與可變的。Johnson（1987）提出的

圖像基模之所以被稱為體現認知式的，亦是建築在這些向度之上。但身

為認知語言學家，Johnson將圖像基模運用於語言領域，並稱為隱喻式

推理，這和類比式推理有些不同。Atkins（2004）區別隱喻和類比的差

異，前者指語句陳述上的類別包含，是指A詞的結構可投射到B詞上；

後者則指A經驗和B經驗間具有共通處，而有助於推理。是以數學與自

然領域常用類比式推理。Johnson（2007）補充圖像基模的腦研究發現，

包括神經映射、感覺―動作系統和神經網絡的自我組織。使得圖像基模



32

清華教育學報     第三十六卷第二期

的應用擴展到更多領域。

綜合本小節所述，概念形成兼用到快思與慢想系統，但偏重符號教

學的學校教育，往往只側重專家規則系統的教導，忽略直觀式快思系統

的激發。沉浸式的教學環境與感覺―動作系統的運用，兩者均欲於學習

歷程中加入體現化的感覺，有助於快思系統的激發和瞭解。圖像基模不

管是隱喻或類比式推理，均有助於範疇化的形成，其立論基礎是既有的

神經網絡連結型態，可投射到學習目標或和學習目標間有共通經驗。但

既有的神經網絡連結型態，若要精確的分析，還是需要先找出體現化感

覺的類別和細目。

伍、結論

學習常指獲得知識，假設最早會用火之人，在看見枯枝摩擦起火

下，發現用火知識。當要傳授此知識時，須先將無形知識有形化，或稱

腦與眾腦間的溝通。這在文字發明前是以情境、材料、示範、演練等進

行溝通，在文字發明後則改為理解「鑽木取火」。文字和符號的確使智

慧快速傳播，但大腦處理的是刺激而非文字和符號，符號化反倒加深意

識的勞動。同樣的，除非能心電感應，否則專家知識和思維路徑亦須具

體化為課程、教材教具和教法。但麻煩的是意識與無意識間的門檻，猶

如冬蟲不可語露，夏蟲不可語冰。在意識中看不到無意識的影響，在無

意識下看不出構成意識的可能性。專家、課程設計者與教師呈現的常是

意識層面的所知，忽略了無意識層面的前認知。此窘境也如同體現認知

給人的訝異和誤解，難道手腳與認知有關嗎？此種懷疑在更早前還包含

大腦在內。然而無意識的類神經網絡撼動此種懷疑。事實上，無意識的

快思系統和有意識的慢想系統之差異，已顯示認知處理並非完全仰仗意

識，尤其是認知或意識只在腦中的說法。

體現認知擴展了認知的定義和層面，經由環境―身體―大腦三種認

知資源的仔細分析，企圖找出體現化的感覺，使得無意識層面的認知因

素能被分析出來，以利於對課程、教材教具、教學與評量等，進行擴充

和修正。但此種分析若要精確和付諸實施，其經費和時間的花費可能是

巨大的，例如沉浸式的教學環境。因此本文建議，容易產生迷思概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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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障礙的單元、章節，可先實施。另外，體現化感覺的類別關聯之探

究，將是未來研究的挑戰和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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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psychology, embodied cognition is a theory opposed to cognitivism 
(classical cognition). In philosophy, it is opposed to dualism and closely 
related to the extended mind thesis. Cognitivism holds that cognition not 
only occurs in the brain but also includes various aspects of the body and 
its interaction with the environmen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following: 
(a)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lassical cognition and embodied cognition, (b) 
the meaning of embodied cognition and its related research, and (c) the 
perspective of embodied cognition on learning using concept formation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shows that learning does not just occur at the 
level of consciousness but also lays the foundation and continues at the 
unconscious processes. The activity of the sensory-motor system occurs in 
the unconscious processes. If they can present in the consciousness they will 
help to form the concept better.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ncept formation, embodiment, embodied 
cogni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