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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問題的另類思考

西田幾多郎、湯淺泰雄到梅洛龐蒂的身體觀系譜

蔡錚雲

中文摘要

自笛卡兒的「心物二元」論以來，身心問題一直是西方哲學討論的主要課題

之一。可是，嚴格地說，這是個虛假的問題。本文將採系譜建構之論述模式對它

進行哲學思維的揭露，而非系統理論的遮蔽。

此一系譜建構是以被遺忘的身體為主。檢視西田幾多郎如何用「場所邏輯」

來解釋「絕對無」的無中生有。湯淺泰雄如何異於一般宗教哲學的角度，發揚西

田「場所邏輯」所仰賴的行動直觀。由於湯淺運用的是現象學，隱藏在「純粹經

驗」中的身體才能自行揭露出來。這種建構的方式，最後交由梅洛龐蒂透過馬里

布郎士、畢翰與伯格森對身體系譜建構來展現。馬里布郎士率先發現未反省主體

的內在感覺，畢翰用身體經驗的活動去描繪心物二元的原初事實，開創了處理實

質內容的現象學雛形，伯格森從我們與事物的原始統一性建立起知識，證實了西

田的「終極實在」。不過，湯淺把行動直觀解釋為身體的做法，是在梅洛龐蒂對

伯格森批判中才告成立。那就是說，現象學方法的操作，是依種讓感覺與理性並

行不悸的感覺邏輯;因為它不是在說明一個道理，而是在身體力行中，讓道理自

行去訴說。

關鍵字:身心問題，系譜建構，西回幾多郎，湯淺泰雄，梅洛龐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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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笛卡兒(R. Descartes) 的「心物二元」論以來，身心問題 (mind-body)

一直是西方哲學討論的主要課題之一。可是，嚴格地說，它是個虛假的問題。因

為即便笛卡兒開創了近代二元論的先河，他的哲學仍舊不斷朝向「身心合一」的

方向去發展。 l 這是什麼意思?若說這個表裡不一的講法是指形上學的餘孽未

盡，那麼，當代分析哲學的發展不也把身心問題放在心靈哲學 (Philosophy of

Mind) 的範疇處置嗎?2我們總不至於也指責他們是形上學的復辟，而無視於他

們知識論上的成就吧?不錯，大體而言，他們殊途同歸地重複著西方自亞旦士多

德(Aristotle) 的《論靈魂» (De Anima) 以來身心問題的基本路線。但就這兩

者歸屬一一歐陸哲學與英美哲學一一的差別來看，它多少透露出討論身心問題的

實情:位於形上學與知識論交界地帶的模糊不清。為了釐清這個情形，笛卡兒面

對主客對立的現實條件時，必須仰賴主客合一的上帝來保障對這個對立事實的說

明。同樣的，當代英美哲學也在揚棄存有論的論證方式之後，一定要利用主客二

元的實在性重新去解釋心靈的存在，諸如:認知科學(Cognitive Science) 、人工

智慧 (Artificial Intelligent) .... ..等等之類的探究。彷彿這個必要性才是身心問

題的真實身份，而不是那顯而易見的「身心合一」或「心物二元」。

經此疏通，身心問題是不是從「心物二元」或「身心合一」等價性思考中脫

穎而出呢?也不盡然。因為了解到這個真實情況不等於我們就可以直接對它加以

討論。畢竟，就其自身而言，這依舊是個模糊不清的領域。所以，儘管「身心合

一」或「心物二元」的說法不足以作為代表，我們還是需要藉助這些說法的相關

形上學與知識論討論，以釐清它究竟為何的根本問題。可是，在哲學的架構中，

形上學與知識論有其固有的討論範圈，它們和身心問題的處置不是沒有距離。因

此，只因為「身心合一」與「心物二元」這樣的對立選項遮蔽其中形上學與知識

論不同層次的揭露，就要大刀闊斧地檢討其相關的形上學與知識論問題，會不會

弄巧成拙，因為過度解釋，反而讓身心問題銷聲匿跡了呢?顯然，我們在一開始

便遭遇到一個進退維谷的狀況，若要探討身心問題，就不能僅限於其所標示的論

題，但若要涵蓋所有相關的考量，又往往會被它們淹沒。倒底該如何對身心問題

進行有效的討論呢?對此，我們首先要為本文將採取的系譜建構( genealogical

constitution) 之論述模式加以說明。

1 Spieker指出: r······ 笛卡兒自己的立場不能用『笛卡兒哲學』來說明 J '見 S. F. Spieker ed. , The

Philosophy o/the Body , Chicago: Quadrangle Books, 1970, p. 9 。

2 參見 R. Audi 主編， «劍橋哲學辭典» (中文版審定召集人，林政弘，台北:貓頭鷹， 200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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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體觀系譜之建構

什麼叫系譜建構?為什麼要用這個方式?憑什麼我們可以用它去說明?這又

為什麼表現為一種身體觀的思考方式?

撇開當今對尼采(F. Nietzsche) 、傅柯 (M. Foucault) 系譜學如火如荼地探

討， 3我們不妨把這個系譜學的建構方式簡單地解釋為:現實中錯綜複雜的關係

被所有對它的論述建構為一系列彼此相連的系譜，只不過，這條系譜的建構無關

乎我們對它的論證內容，而是由其論旨的歷史脈絡自行揭露。

這又是怎麼一回事?其實，這就是當代哲學面對後科學時代的另類思考。眾

所周知，西方啟蒙理性的科學思想帶給現代社會空前的影響，可是，隨著科技本

身的突飛猛進，它再度引發新的思維，並回過頭來對科學的發展產生新的解讀。

在這個新的解讀下，於是，我們進行哲學探討時所討論的對象，不再像過去清楚

明晰的科學知識所表達的那樣視之為當然。相反的，它的意涵不斷地從我們習以

為常的理解中流失，導致我們無所適從。 4當此之際，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用迂

迴的方式，讓主題從這一連串經驗反省中自行訴說之。

憑什麼這個系譜建構可以當作有效論述的說明方式?原來，它並非什麼標新

立異的方法，而是重新聚焦於那些耳熟能詳的事實。只不過，我們現在對它的討

論並非根據什麼客觀判準，耙梳那潛藏在表面下難以道盡的複雜意涵。相反的，

由於隱晦的內容非但不會讓我們不安於不知所云，反而，為大家津津樂道，或人

云亦云。故我們隨著這種種詮釋將問題的輪廓勾勒出來，好讓問題的本來面貌由

各種差異與變遷來揭曉。換言之，這麼做的目的不是因為我們期待它可以帶來什

麼更好的解答，而是說它突破了以往視野的侷限，讓原本漠視的意義還原出來。

這麼一來，我們討論的東西才能在實際的探討中反映出，而不是被我們的預設值

3 S. Lash,“Genealogy and 也e Body: Foucault/Deleuze/Nietzsche", in M. Featherst凹， M. Hepworth &

B. S. Turner eds. , The Body: Social Process and Cultural Theory ,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1 , pp.

256-280

4 此即當代「哲學終結」之謂。這原本是針對黑格爾絕對觀念論崩潰所誕生的當代西方哲學之描

繪，但隨著當代西方哲學之發展，它逐漸從一消極性的批判產生積極性的意涵，成為當代西方

各種不同主張殊途同歸的特色。例如:在英美分析哲學，有所謂掃除形上學餘學之舉;對後現

代而言，此不外乎「小論述」對「大論述」的取而代之;......等等。但，不論如何，他們都安

位於傳統哲學系統之外，而如今，卻又都合法地取代了傳統哲學的地位，代表著當代哲學的思

維。參見蔡錚雲， «另類哲學:現代社會的後現代文化»(中山文庫，台北:台灣書店，

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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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決定。

為了使這個系譜建構的說明方式更明確，我們接著回顧身心問題的基調。無

庸置疑的，凡人皆有身體;此一認知卻來自於吾人的心理存在，而這個心理存在

與認識的身體不盡相同。由此衍生出種種的困惑，諸如:身體與心理有何異同?

它們之間的關係為何? ......。哲學便在處理這些問題，但它們往往只能在科學論

述中有效呈現。於是，一方面，哲學與科學之間的落差介入身心問題的構造;男

一方面，身心問題也在這蘊育的過程中不斷地累積成如今一般所見的「心物二元」

或「身心合一」論題。就此而言， I心物二元」或「身心合一」回然是討論身心

問題的具體成果，但對身心問題的整體發展來說，它們只不過是個線索，並非科

學論述所言的自明前提。故對它的探討就不能直接加以演繹，而必須放回歷史脈

絡，就其基源處進行反向思考。也就是說，用引出心理問題的身體經驗彰顯其相

關卻未被闡明的背景。唯獨如此，我們對身心問題的討論才不至於根據既定模式

而量身定作，也不會因為脫離原有的方向而漫無邊際。

說明系譜建構的另類思考方式之後，就要看本文將如何用它進行身心問題的

考察。什麼是身心問題的歷史脈絡?無疑的，做為哲學的主要課題之一，跨文化

的東西方哲學應是最佳指引。一般而言，東西方哲學對待身心問題的不同方式早

已被視為理所當然。東方思想始終持「身心合一」的態度，而西方哲學，即便在

笛卡兒的「心物二元」之前，就有不同於東方的身體觀。 5可是，這裡一直有個

被人忽視的根本問題，那就是，這個看法本身究竟是一種「合- J '還是「二

元J ?若不去處理的話，上述說法會變成替「二元」的前提背書，不論討論的內

容是「身心合一」或「心物二元」。反之，它在伸張一種「合一」的觀點，讓身

心問題模糊不情的真實身份無法迴避，不論在東方還是在西方。職是之故，我們

必須繞過「身心合一」或「心物二元」的有關論述，直接從與西方哲學互動的東

方思想做為討論的起點，以便為身心問題的辯證歷程樹立一不變的指南。不過，

此舉不在於剖析東西文化的優劣，而是透過錯綜複雜的聯繫襯托出問題意識的緣

起:身體。由此，我們才可以在眾說紛耘中經營出一條義理相關的系譜，避免個

別論述立場上的干擾。總之，我們所關心的不是系統之間的異同，而是彼此的哲

學思維 (philosophizing) ，故孰優孰劣的爭論將無助於我們的認識與了解。

一旦確立系譜建構的身體觀主旨後，本文將分三個階段進行。首先，我們從

當代東方思想體系下手以反映此問題。一個當仁不讓的選擇即日本的京都學派

5 參見柔山茂九，陳信宏譯， «身體的語言一一從中西文化看身體之謎» (台北:究竟， 2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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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yoto School) 。這不僅是因為他們早已受到學術界的肯定，6也因為其中形上

學與知識論的交纏關係將身心問題真體展現出。原來，除了扣緊東方傳統之外，

他們為了「身心合一」與「心物二元」的對峙越過原先設定的界限，進行一項

「大論述」。但這真的被取消了嗎?伴隨這層反省，京都學派與當代西方哲學交

流，以彌補本身的不足之處。但我們以為這表面上「身心合一」的整合，不如

「身心合一」與「心物二元」之間實質上的環環相扣。的確，就身心問題而言，

後者才能讓本文主旨一一身體哲學的另類思考一一釋放出來。何故?我們將用其

創始者 西田幾多郎 (Nishida Ki峙的 1870"-' 1945) 一一的學說論述之。因為

他主張的「絕對無」即「終極實在」乃這個學派的核心價值。不過，針對我們的

主題，這宗教哲學上的討論究竟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7若是負面的，那是一

種消極性的意味，還是有積極性的指涉?若是後者的話，我們怎麼從「身心合一」

的基本立場中，還原出「心物二元」應有的位階?

在這個方向下，我們發現「絕對無」的形上色彩其實讓西田建立東方文化邏

輯基礎的用心隱而不彰。若不加以分辨，其傳人與弟子的發揚光大不僅被侷限於

宗教哲學這個角度，令其原創性為之斷裂，也會讓西方學者的迴響自以為是，與

東方傳統更加疏離。因為，按前述，東西方哲學之問的緊張關係根深蒂固，若不

從根本處著手，會扭曲哲學的本意。故表面上的互動未必沒有價值，但對哲學而

言，真正的溝通與理解反而會停滯不前。職是之故，我們要跳開一般對西田哲學

的評述模式，從另一位非京都學派的日本學者 湯淺泰雄 (Yusasa Yasuo)

來詮釋西田哲學。相較於西田，湯淺泰雄一直是以身心問題的身體觀做為其哲

學的切入點。 8尤其是其〈西田幾多郎的身體觀> (Nishida Kita的 's View of the

Body) 一文的另類詮釋， 9他直接用身體的調理(cultivation) 方式充實西田的

「場所邏輯」。西田因形上學化而過度誨澀的論述方式於是得以舒緩，玄之又玄的

6 參見Gino K. Piovesana, S. J. '江日新譯， «日本近代哲學思想史» (台北:宋大， 1989) 。

7 例如京都學派在二次世界大戰時與日本軍國主義之間的關係，見 J. W. Heisig & J. C. Maraldo

eds. , Rude Awakenings: Zen , the Kyoto School, & the Question ofNationalism,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5 。

8 Cf. Shigenori Nagatomo, Attunement Through the Bod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2, pp. 59-76.

9 Yuasa Yasuo , The Body: Toward an Eastern Mind-Body Theory , ed. T. P. Kasul詣， trans. Nagatomo

Shigenori & T. P. Kasuli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New York Press, 1987, pp. 49-74. 爾後本文簡稱

為湯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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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思想亦能成為西方社會科學家與人類學者參考的研究方式。

然而，這樣詮釋的根據何在?為了驗證其合法性，我們將湯淺泰雄多處引用

的現象學回溯到其方法的操作上。這麼做並非質疑湯淺泰雄解釋的嚴謹性，IO而

是從「心物二元」的表現追溯隱而不彰的「身心合一」哲學立場。故我們將用法

國哲學家，梅洛龐蒂 (M. Merldau-Pon旬， 1908-1961) ，的論證方式，對照其《身

體主體» (The Incarate Subject: Malebrance , Bir仰， αnd Bergson on the Union of

Body αnd Soul) 一書中的系譜建構，u認證這身心問題的另類詮釋。我們之所以

把梅洛龐蒂的考量限制在這本書上，而不在其他更具代表性的著作，不外於他透

過馬里布郎士 (N. Malebrache) 、畢翰 (M. de Biran) 與柏格森 (H. Bergson) 的

論述，充分顯示身心問題的真實身份。這讓前面東方哲學的身體觀論述得到完整

的說明。此外，更由於其系譜建構來自現象學方法的操作，我們才能客觀有效地

審查湯淺的觀點。畢竟，這個身體觀的意義不僅有別於東方固有的「身心合一」

看法，亦不同於過去西方「心物二元」的理解。故唯有運用系譜建構的另類思考

方式才能吻合本文的宗旨:哲學思維的揭露，而非系統理論的遮蔽。

二、西田幾多郎

若西田幾多郎的「絕對無」是京都學派的核心概念，那麼，什麼是「絕對

無J ?這個「絕對無」來自佛教的真如狀態，以無所在的「空」展現無所不在的

「有 J 0 12故對無的論述非但不是一種虛無主義，反而成為源源不絕的「終極實

在J 0 13站在宗教的立場，這無中生有不是人能理解的，故需個人的信仰或修行

予以超脫或轉化。對哲學而言，儘管如此的講法未必荒誕不經，但我們有必要進

一步地追問:怎麼無中生有?即便這是個超越理性的問題，我們也不能不從理性

的方式表述。否則，我們無法做真偽的判讀，導致魚目混珠的情形發生。退一步

10 不過，湯潛在該文多處討論的現象學家思想確實與我們的理解有落差。

11 M. Merleau-Pon旬， The Jncarate Subject: Malebrahc缸， Biran, and Bergson on the Union of body and

Soul, eds. A. G. Bjelland J f. & P. Burke, trans. P. B. Milan, Amherst, N. Y.: Humanity books, 2001.爾
後本書簡稱為 IS 。

12 Cf., Nishitani Keiji, Nishida Kita肘， trans. Y. Seisaku & J. W. Heisi皂，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13 參見吳汝均， «絕對無的哲學一一京都學派哲學導論» (台北:商務， 19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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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說，哲學本身雖不見得會排除神祕主義，但清楚地交代其理據是其始終不變的

任務。

事實上，西田身為哲學家亦有同感。故他跳出禪宗的既有論述，進入德國觀

念論對古希臘哲學的探究，以「場所邏輯」說明「絕對無」成就的「終極實

在」。就此而言，西田哲學的重點不在「絕對無J '而在其所獨創的「場所邏

輯J 0 14對他來說， r場所邏輯」的設計就是針對「絕對無」的「無形之形」、

「無聲之聲」進行「否定中的肯定」與「肯定中的否定」之揭露工作。 15換言

之， r無形之形」、「無聲之聲」不只是為困頓現實的救贖提供虛無飄渺的理想

意境，更是為其所援用、但隱而不彰的存在個體，驗證邏輯述詞是如何開展的。

於是， r絕對無」突破了理念與現實的隔閔，讓他能按大乘佛學所說的「實相即

空、空即實相J '將現實說明與出世宗教結合在「場所邏輯」中，成為一開顯的

「終極實在」。

從這個西田思想的基本架構中，我們業已看出他的原創性。面對東西方思想

的差異時，他不急於歸納出一個共同點以緩和兩者的緊張關係，反而從其歧異性

中進行類比的相應工作，所以他才不厭其繁地致力於西方的邏輯。但西方邏輯的

特色在於知性與感性被切割下的推理。這和西田心中所持的禪宗，直觀體悟的圓

融，大相逕庭。這之間的落差必須有所調整，否則就有緣木求魚之慮。但他的作

法不是對兩造雙方有所妥協，而是進一步地對這不可分割的直觀進行規則性的拓

展。那麼，他怎麼在這個方向下去解決論理上的困難呢?在《善之研究》這本成

名作中，他開宗明義地提出一個「純粹經驗」的概念:

經驗(動詞) ，即按事實去覺知之意。拋棄主觀的加工，從事實本身去知

道，這即是純粹之意。......故純粹經驗即是直覺經驗，也就是在經驗意識

狀態時，尚未有主客分立之念，知識與對象完全合一，此為經驗最純之

處。 16

當然，直接從主客未分之處化解推理與直觀之間的矛盾是西田的立基點，不過，

單單就這段引言，很難明白經驗本然即吾人直接經驗的「純粹經驗」究竟是什

麼。就通常的了解，此兩者不是共向量的。在哲學中，本然若不是指客觀事實，

14 Cf. , I\在asao Ab巴，“Nishida's Philosophy of ‘Place''', International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 Vol.

XXVIll, No.4, Issue No. 112, Dec. 1988, pp. 355-371.

15 E. Graig ed.,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Philosophy, Vol. 5,London & N. Y.: Routledge, 1998, p. 326.

16 西田幾太郎，鄭發育、余德慧譯， «善的純粹經驗» (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1984) ，頁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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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指形上存有;在認識論或心理科學中，直接經驗則指的是一種感覺經驗。如

今，刻意地連在一起，不會有逃避問題之嫌嗎?不盡然。對西田來說，直接經驗

不是被動、外在的，而是意識「無形之形」、「無聲之聲」的主動、內在體驗。

只要直接經驗就在經驗本然之中，先前的遲疑便不存在。因為，一旦代表客觀現

實的直接經驗來自於作為經驗本然的原初主體，從直觀體悟中發展出客觀的論理

規則不是不可能的。

但這是如何可能的?要知道，早期西方邏輯的建立固然與認識論不無關係，

但就隨後的發展而言，其目的在保障客觀知識，杜絕主觀干擾所造成的誤差。17

照西田的講法，若「純粹經驗」只是主客不分的話，這雖然可以為其直觀邏輯提

供客觀的可能性，卻不能因此使其邏輯獲得確實性。因為這只是形式要件的滿

足，而非實質的回應。因此，由於它仍會造成客觀知識的失落，西田的直觀邏輯

不過是塗具虛名而已。為了解決這個缺憾，西田於是用絕對的善作為客觀的判

準。那就是說，

......善是滿足自我內在的要求所顯現者，而自我最大的要求是意識內根本

的統一力，即人格的要求，所以滿足此內在的要求，即是人格的實現，乃

是絕對的善。人格的要求是意識的統一力，亦為實在根抵裡所有無限統一

力的顯現，而我們的人格顯現是與此統一力合一所稱的。如果善是這樣的

話，我們就可以決定善行為是什麼行為。18

不錯，在實踐行為的價值判斷中，實質客觀性不難從所驗證的善目的性來逼顯。

然而，這種柏拉圖式 (Platonic) 的解決方案難逃心理主義的困擾。因為，這麼

一來，最後確保邏輯規則的形上基礎是在意識統合力上，其觀念論的色彩不言而

喻。從當代西方哲學的發展來看，這種形上學的回歸才是錯誤所在。因為明證性

(evidence) 不見了之後，我們是無從區別實然 (de facto) 的真與應然 (de jure)

的真。

不過，就在這批判的同時，西田思想的東方特質昭然若揭，那就是說，用實

踐行為來取代明證性的要求。畢竟，直觀到的真如是從修行中證成。若只是符合

實質內容就能達到客觀知識，反而有淪於思辯之虞。故對西田的直觀邏輯來說，

契合絕對善的人格滿足才是客觀判準，而非掛空的善觀念。不過，果真如此，西

17 Ct., E. Husserl, Logical Investigations , Vo l. 1: Prolegomena to Pure Logic ， 甘ans. J. Findlay, N. Y.:

Humanities Press, 1970.

18 西田幾太郎，前揭書，頁 1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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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要回答一個有關實踐的問題:若實踐行為是為了完成絕對善的話，它將如何顯

示吾人自身的道德自主性?前者是指形上學的自由，後者則是倫理學的自由。這

兩者不見得一定會背反，但絕對不完全一致。對此，西田「純粹經驗」的主客不

分顯然還是不夠。當此之際，若要避免如此的回應產生結論陳艙暗渡到前提中的

邏輯謬誤 (petito principii) ，有賴於倫理的宗教意涵。不錯，西田就是這樣子來

看的:道德主體性乃如來藏真我，不是心理學的我執。至於這之間的辨別，既然

此刻的自我是宗教意義下的與宇宙終極統一，當然也是由與自我終極統一的宇宙

或上帝來鑑定。他說:

神的人格化是不能以我們的主觀精神視之，僅可以「無主客分立，無物我

差異」的純粹精神狀態譬喻之。此狀態實是我們精神的始終，亦是實在的

真相。......所謂純粹經驗，不僅是指知覺的意識，還包括反省意識背後的

統一。反省意識是由此統一成立的，也就是一種純粹經驗。我們的意識根

抵裡，無論在何種場合，都有純粹經驗的統一，我們是跳不出去的...

神在此意義下，可視為宇宙根施的一大直觀，又可視為包含宇宙純粹經驗

的統一者。 19

經此說明，不難看出西田的終極關懷確實是在宗教上，但也因如此暴露出

「純粹經驗」的困境。那就是說，離開了宗教的保證，怎麼去說明這個直觀邏輯

運作的根據?所幸他自覺到這一點，提出「場所邏輯」。大體而言，他認為上述

困難在於意識的對象化，但純粹意識本身未被對象化。換言之，他回到佛教空宗

的講法，用「場所J 說明這個未被對象化的意識自身。但不同於上面的形上學論

述，西田於此特別用亞里士多德「底基J (hypokeimenon, substratum) 的概念類

比出「場所」的積極作為。 2。那就是說，作為一項形上特徵，亞里士多德固然可

以說， r底基」用來形容一切屬性的主詞，而它本身不能當作屬性來形容;但就

其邏輯性格來說，主詞是個概念，不是個別的存在，儘管我們用這個主詞概念來

指個別存在。經此安排，理念與現實之間才能夠彼此有別，卻相安無事。然而，

對西田而言，為了彰顯實踐的東方性質，他的「場所」不能遊走於理念與現實之

間，必須嚴守存在的領域。這麼一來，當他把主詞與屬性之間的涵攝關係視為一

種「特殊物置定於普遍物的場所」時一一主詞是置訂在某處的特殊物，謂詞才是

的西田幾太郎，前揭書，頁 162 。

20 Aristotle, Metaphysics, 1028b, in The Basic»句rks ofAristotle, ed. R. McKeon, N. Y.: Random House,
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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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的場所一一其主謂之間的邏輯關係就不是並行於客觀的「底基J '而是因應

活動之需的主體。如此倒轉的理由是基於觀念論的先驗邏輯，其認為它們都只是

意識把握到的對象，而非存在的東西。

如此一來，西田所要建立的直觀邏輯或「場所邏輯」就和亞里士多德的形式

邏輯截然不同。對後者而言，邏輯乃理智的推理工作，不論如何的往外推，都不

能逾越概念既有的外延。然而，西田的「場所邏輯」卻是精神性的不斷超越。故

它雖然符合邏輯一一當內福愈大時、外延愈小，而外延愈大時，內涵愈小一一的

規定，但由於「場所邏輯」的謂詞可以不斷擴大到無限，以致作為主詞的場所有

可能變成絕對無，卻不會因此質變為個別有。暫且不論這個解釋合理與否， I場

所邏輯」所指的「終極實在」迴異於亞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學「四因說」所形成的

形上學。後者是利用綿延相連的因果關係達到的，西田的場所卻是以無礙的方式

包容一切。換言之， I終極實在」不是一個對象化後滿實的存在空間，一切而是

透過那尚未發生的「純粹經驗」成為可能的;此外，又由於它的無所不包才是事

物的本來面貌，後者在現實中呈現出來的種種實際樣式都是基於此發展出來的。

這也就是為什麼「絕對無」非但不是虛無，反而是圓融真如的緣故。

無疑的，上述「場所邏輯」中的轉換成為其有效與否的關鍵。因為，在觀念

論的架構中，這種「絕對無」所揭示的「終極實在」不是建構出來的，而是在不

斷剝落中顯現。後者將客觀現實剝落到「純粹經驗」中，讓現象本身不受認知對

象的遮蔽，而由認知者的自覺來揭示。但為什麼要這麼做呢?原來，當西田採黑

格爾式(Hegelian) 的「絕對」說明「無」的概念時，佛教「了無牽掛」的原始

意旨立即被扭轉為「無所對立」的形上原則。這其實和空性的本意有相當大的落

差。前者是一種超脫，後者只是一種超越 (Aufhebung) 。 2l 故為了不讓「絕對無」

的「終極實在」在此形上原則中迷失，他用意識自覺的功能性幌除「絕對」概念

中隱含的實體殘餘。可是，這麼一來，他會不會掉回康德(1. Kant) 先驗哲學的

困境中呢?此時，西田哲學的身心問題才出現。最初，他採用費希特 (J. G.

Fichte) 先驗自我的作為( Tathandlung) ，指出「自我同一」的實現乃一種以意志

為優位的「身心合一」。到了後來，他用「行動直觀」進一步來描述這個「自我

同一」的實現，才從前面的形上色彩中褪去，挽回了「場所邏輯」所要求的客觀

21 參見蔡錚雲， <超越與超脫> '史密士著，梁永安譯， «超越後現代心靈» (台北:立緒文化，

2000) ，頁 14-鈞。有關黑格爾辯證法中的超越，見G. W. F. Hegel, Phenomenology ofSpirit, trans.

A. V. Miller,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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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行旦問題在於「純粹經驗」既然是主客不分，用來取代先驗自我作為的「行

動直觀」又是怎麼一回事?無論如何，沒有主客分離的條件，何來「行動直

觀J ?就在這個地方，前面所說系譜建構的另類思考為我們提供一條出路。這便

是指湯淺泰雄身體觀的另類詮釋。

三、湯淺泰雄

除了用「氣」的身體科學發展他本身的哲學之外， 23湯淺泰雄在(西田幾多

郎的身體觀〉中，特別以現象學( Phenomenology) 破解西田「行動直觀」的困

境。叮也認為應該用海德格 (M. Heidegger) 的「在世存有 J (In-der-Welt-Sein)

來解釋「行動直觀J (湯淺， 50) 。因為「行動直觀」一旦被視為與世界相連結

的話，它便完全脫離自我結構概念化所引發的觀念論危機。怎麼說呢?首先，根

據西田的話: r我們的身體同時是觀看者與被觀看者J ' 25湯淺主張其「身心合

一」的空性思想早已蛻變為一種身體意識。這時候，它不再是先驗自我，而成為

一個被所有人觀看到的生活空間。在這空間上，我們一方面積極主動地面對世

界，另一方面，消極被動地接觸存在事物。(湯淺， 52) 就如同海德格用「掛

慮J (Care) 將「此有J (Dasein) 與周遭世界相連，自我之為自我不因為其精神

性格而掛空，反而藉由其實踐性與存在現實緊密相連。接著，湯淺把這個相連的

方式說明為:一如海德格所謂的「投射J (thrown-project) ，我們積極主動的面對

彰顯出時間的向度，我們消極被動的接觸則由海德格所謂的「工真J (instrument)

呈現出空間的關係。(湯淺，53) 職是之故，西田的純粹意識才不受其內容主

客不分的影響，直接就我們的存在與周遭事物不分來證實。對現象學而言，世界

22 西田考慮費希特的實現性觀念(Aktualitatsbegriff)出自 1920年《意識的問題))， r行動直觀」

(acting intuition) 則源自 1934 年到 1946 年間的《哲學論文集» ，見 Gino K. Piovesana, S. J.' «日

本近代哲學思想史»，前揭書，頁81-3 、 92-4 。

23 Yuasa Yasuo , The Body, Self-cultivation , and Ki-Energy , trans. S. Nagatomo & M. S. Hull,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3 湯淺泰雄， <r氛之身體觀」在采亞哲學與科學中的探

討) ，於楊儒賓編， «中國古代思想中的氣論及身體觀» (台北:巨流， 1993) ，頁 63-99 。

24 在文中，西回註明他對西田的詮釋是以其《哲學論文集》第 2冊中〈邏輯與生活〉一文為主。

見湯淺，頁 50 。

25 西田幾多郎， «西田幾多郎全集» ，第 8冊，頁 328 '轉引自湯淺，頁 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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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早就不只是物理現象，更從我們自身的角度在目的性上產生意義的關連。故

西固的「行動直觀J 不僅可以用海德格的「此有」來說明，湯淺甚至還認為，他

要比海德格的時間性更徹底，因為海德格的「此有」並沒有把身體加進去(湯

淺， 55) 。

經此詮釋，一直未被閻明的東西方哲學基本差異終於被揭露出，那就是思維

邏輯與感覺邏輯的不同模式。若邏輯是指判定真偽的規則，身體的感覺便可類比

於心靈的思維，建立起同樣精準的邏輯系統。只不過，我們不能用其中之一去衡

量另一方。那不僅無助於本身的說明，也會阻礙對另一方的認識。基於此，湯淺

追問:為何西田用不同根據的觀念論方式闡述直觀邏輯? (湯淺， 57) 這當然

涉及「場所」概念的了解。然而，湯淺的看法不同於西田本身說明邏輯時的思辯

性或是後人發展的宗教性，而是視之為日常生活經驗的基礎。怎麼說呢?誠然，

日常生活經驗中的行動直觀顯示出自然的我，而西田的「行動直觀」奠基所在則

是空無場所的自我(超越我)。但由於西田早期對此的區分不夠明確，以致「場

所邏輯」中所涉及的只是對存在事實加以限定罷了。這就是為什麼他以為，只要

我們對事實有所認識，必然涉及到對事實發生場所的認識。對湯淺來說，這還是

停留在實有場所、世界空間。(湯淺， 58) 一旦事實的內容指向心靈時，為了

與物質存在有所區隔，西田不得不轉向觀念論，借助於那能夠掌握世界空間的自

我意識經驗，亦即康德先驗邏輯所認為的:自我意識本身就能窮盡世界。但胡塞

爾 (E. Husser!)的《危機》早已指出這項錯誤了。 26湯淺在此只不過點出西田

面對新康德主義(Neo-Kantianism)困難時必要的改變。

這個轉變可見於西田所說: r場所乃朝向場所底基的超越J 0 27 乍看之下，

這句話有待釐清。可是。當我們去說明時，它不是被說清楚了，而是被問題明確

的答案遮蓋住。這是什麼意思?原來，觀念論的說明方式是把將被說明的模糊安

置在特定的方式加以釐清。可是，這麼一來，模糊被強制地離開它原有的位置。

因此，儘管在這特定的方式中，它被釐清了。但就其原有的位置而言，它非但不

是被彰顯，反而被消滅了。為了避免這種觀念論式的扭曲，西田企圖同時保留主

體與客觀的基礎意義;唯獨如此，模糊不因說明而消失。可是，這是怎麼做到的

呢?經湯淺修正的結果是說，空之為空無關乎無，而是不可見 (invisible) 之

26 E. Husser!, The Crisis of European Sciences and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 , trans. D. Carr,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的70， p. 114.

27 西田幾多郎， «西田幾多郎全集» ，第 4冊，頁 245 '轉引自湯淺，頁 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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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湯淺， 60) 於是，由於它不同於主客關係共現的可見( visible) 場所，不

至於被有無之間的二律背反所取消，反而可藉此彰顯其基礎意義。何以見得?湯

淺認為，這其實是由我們答覆「不可見場所是什麼 ?J 的問題時，在與可見場所

對照之下，所凸顯出來的超越。這樣的超越不是黑格爾式的超越，而是指意識隱

身於意識的底基之中。(湯淺 '61)原來，康德的先驗超越仍屬思維邏輯性

格，而西田的超越則已經是實質的隱身。湯淺進一步地稱此為「隱性思維」

(d盯k cogito) ，以別於日常經驗中「顯性思維J (bright cogito) 0 (湯淺 '61)後

者有如日常經驗中的自我意識，它同時包含著客體與自我，故當下反映出主客關

連。但「隱性思維」卻用上述身體與世界空間的「主動一被動」結構來連結世界

的。這麼一來，它一方面成為存有底基(自我意識)的存有，另一方面，又不被

先驗自我的透明性遮蔽住。怎麼說呢?回到西田的「純粹經驗」來檢視，我們雖

然知道它是知覺與情意的發生處，但這仍然是個「顯性思維」。然而，若要把握

「純粹經驗」中的知覺與情意本身，離不開意識之前的情意衝動與知覺掌握。可

是，它們不是我們直接認識到的，故被視為彰顯底基的「隱性思維J 0 (湯淺，

62) 於是，作為一統合力的真正源頭， I隱性思維」是指經驗尚未發展的內在

處，而非通體透明的自我意識。職是之故，在發生之後，同樣的情感會因不同的

境遇而產生不同的內容，否則，不會有千變萬化的喜怒哀樂。顯然，這個詮釋的

重點在於我們不能透過自我意識的功能去了解，而是藉由否定回歸到自身深處。

故湯淺最後用西田的話，說道: I一般意識對一切的對象化不是超越(康德意義

下)意識活動，而是盡可能回到自身內在包含一切對象。 J 28

然而，這個神祕的「隱J性思維」是怎麼被確認的?湯淺詮釋西田的精彩處便

在於此。他認為，一旦回到「隱性思維」的空無場所，它便從功能者的角色轉換

為觀看者的角色，從而獲得名至實歸的本真性。(湯淺， 63ω) 何故?湯淺在此

借用胡塞爾的現象學，對不可見場所的超越所透露之「終極實在」視為非顯題性

(no∞n叫he叫ti此ca叫1)經驗。這個「純粹經驗」位在反省活動之前，非我們的理智所

見。但它也不因此是無明的。相反的，它是一切可見的根源，也就是湯淺所說的

直接必然性 (immediate apodicticity) 0 (湯淺， 64) 這又是什麼東西?從現象學

的觀點來說，這就是指吾人的身體，我們會在一下節用梅洛龐蒂來說明這個身體

的緣由。現在，只要說明湯淺是怎麼達到就夠了。簡言之，這就是因為現象學方

法對自然觀點的存而不論 (epoche) ，它不是去取消現實，而是還原出現實的本

28 西田幾多郎， «西田幾多郎全集» ，第 4冊，頁 234 '轉引自湯淺，頁的。



166 蔡錚雲

來面貌。 29所以，西田在《善之研究》中所描述的「純粹經驗」正因為它的素樸

而本真，不會因為模糊而失真。(湯淺， 65) 拿我們身體的實際經驗來比方，

當我們專心聆聽音樂時會忘我。這是因為，對我們所欣賞的內容而言，這個原初

經驗尚未被反省到，故無法明確地揭示出來。可是，這個原初經驗所呈現的世界

遠比我們隨後的反省更加生動無比。故這個原初經驗不是循著我們的自我意識功

能還原出來的，而是藉由我們的身體向我們招手的。正因為這個緣故，西田才能

夠用「行動直觀」來充實他早先所提到的先驗自我之作為。於是，湯淺評論到，

西田之回到自身深處固然可以解釋成宗教意義下的睿智，但就身心問題來說，這

其實是身體實踐的迂迴路線。(湯淺， 66) 在迂迴中，直觀不是認知意義下的

感覺直觀，而是智的直觀。畢竟，我們所直觀到的不只是客觀對象，還包括我們

與它的結構關係。

就此而言，西田用無所在的「空」來展現無所不在的「有」不再那麼突兀

了。為此，湯淺特別用海德格的「存有者之存有J (Being of the beings) 說明身

體怎麼向我們招手。(湯淺， 67) 按上述，身體之為身體意昧著一種處於日常

生活空間的「主動一被動」結構關係。通常，我們會採康德的作法，用意識判斷

來表達主動功能與被動功能的綜合統一性。單就純粹理性的先驗結構來講，這沒

什麼問題，但當他用倫理自由來說明其中的「行動直觀」時，若沒有身體的話，

就萬萬不得了。於是，就西田的基本哲學立場來說， r行動直觀」對「場所邏輯」

所做的補充不是額外的說明，而是描述被動的感覺與主動的理解的倒轉關係。那

就是說，原本可見中的被動直觀在不可見的場所變成主動的，而原本可見中的主

動行為在不可見的場所變成被動的。(湯淺， 68) 然而，這個倒轉不是來自什

麼神秘力量的加持，而是指身體接受世界的直觀力量。 30湯淺認為這在藝術家的

創造中甚為明顯。(湯淺， 69) 每當藝術家靈感源源不絕地出現時，就形成一

個一體共現的大千世界。但它不是由我們個別能力的強加所為，卻反而因此成為

我們種種用力的基礎。有趣的是，這種種描述都是理性反省的後設語言，只有在

29 E. Husserl, Ideas pertaining to a Pure Phenomenology and to a Phenomenological Philosophy, First

Book. trans. F. Kersten, Dordrecht: K1uwer, 1983, p. 220

3。這段相當詭異的倒轉關係可見於梅洛龐蒂晚期形上學中，從左手握右手的身體經是合所發展出的

「交錯」概念，先們將在下一節中做解說。見 Ch.4，“The 1ntertwini月一The Chiasm" , in M.

Merleau-Ponty, The Visible and the Invisible ,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 1968 , pp.

130-155. 另可參考蔡錚雲， <視覺藝術的知覺模式一一梅;各龐蒂的現象學美學觀>， «視覺藝術》

(2002) ，第 5 期，頁 71-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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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下不可見的場所中，它們才會不知何故地不斷湧現出來。誠如湯淺引西田的

話:

通常以為知覺只是被動，知的直覺也被認為是被動的觀照狀態。但是，真

正的知的直觀是存於純粹經驗的統一作用本身，是一種生命的捕捉，技術

之精髓那樣，在更深的一層來說，美術的精神即是。例如，畫家隨性所致

的揮筆自告，在這複雜的作用背後，存在著統一的作用......這時是主客合

一、知意融合的狀態。物我相忘，並不是物對我作用，也不是我作用於

物，而是融合唯一的世界，一的境界而已。 31

這也就是吾人身體所揭示的「存有者之存有」。

在湯淺的建樹下，無疑的，西田「場所邏輯」力有未逮之處是在身心問題上

完成的。那就是說，既然西田的「場所邏輯」著力於實踐，我們就要透過實踐來

揭示其明確的邏輯程序。於是，我們是怎麼讓它清楚的?湯淺說，身體與心靈之

間不是一開始就合而為一。(湯淺， 70) 日常經驗告訴我們，身體其實是以抗

拒著心靈整合的方式呈現。這就好比音樂家在表演之前不間斷地演練，隨著不斷

地訓練，身體因此與念力之間可以彼此吻合，以致到了表演時，身心是合一的。

但由於它實際操作在不可見的場所中，讓此合一情景發生的不是心靈，而是身

體。反之，若錯置此一關係，就會有無法控制或意想不到的干擾。無疑的，此一

身體的反撲間接地證明了身體接受的主動力。經此詮釋，西田的「終極實在」自

然不是掌喔到整個客觀現實，而是窮盡事物。(湯淺， 70) 的確，在實踐中，

身體充分顯示著一種「無自我的自身」。它不像哲學家所解釋的那樣，指的是自

我之外的超越自我，而是有如藝術家的表演，那才是真正物我不分的「純粹經

驗」。嚴格地說，這個「純粹經驗」其實早已出現在身體對世界的直接經驗之

中，諸如嬰兒用身體去認識周遭，而非經由成人的判斷形式。因此，也只有回到

這「純粹經驗」中，心靈才能以主體的角色發揮其功能，而身體也以對象的角色

發揮其功能。職是之故，日常生活經驗之所以產生客觀知識並非透過認知活動的

先驗圖式所致，相反的，西田對此說道: I融入世界不是說丟掉身體，也不是說

身體變成普遍的。而是說，自身的深化，或，更可以說，它盡在吾人身體的基石

上。 J 32

31 西回幾太郎，前揭書，頁泣，轉引自湯淺，頁 69 。

32 西田幾多郎， «西田幾多郎全集» ，第 8 冊，頁 324月325 '轉引自湯淺，頁 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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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湯淺的詮釋完成了我們之前系譜建構要求的說明方式。一方面，誠如

胡塞爾在《危機》中所示，歷史世界是由身體的種種作為累積沈澱而成的。33男

一方面，也只有用這種由身體所詮釋的「行動直觀」才能符合西田「絕對無」的

自我表述。因為，用現象學術語來表達，r終極實在」不是由思維邏輯建構一個

體系龐大、綱目分明的觀念世界，而是用身體感覺形構一個活生生的「生活世界」

(Lebenswelt)。至於西田哲學的宗教目的，也只有當身體隱身於主體的自覺之

中，而非被它取代，才真正地發揮出其力量;這就像運動員在完整的訓練後，才

能將潛力按其意向充分發揮到極致。換言之，這實際上所發生的早已不是客觀的

物理現象，而是充滿精神的生活世界。故一旦心靈由此與事物的核心相互感通，

而彼此無礙，才有華嚴宗所謂「事事無礙的境界」。否則，對宗教而言，圓融的

境地與空洞的理念迴然不同，故不論怎麼去說清楚其超理性的特質都無法獲得理

性的認同。西田欲從「場所邏輯」完成「絕對無」所彰顯源源不絕的「終極實

在J '也因此得到其應有的確實性。不過，湯淺很清楚，這必須經由身心問題之

輔才能締造出來。不然的話，就像田邊元(Tanabe Hajirr叫與務台理作 (Miki

Kiyoshi) 的指責，西田的觀念論解釋模式非但無法彰顯東方功夫論的奧祕，反

而因此被邏輯規則掩蓋住。(湯淺，72) 就此而言， r場所邏輯」所要建構的

其實是一種解構(deconstruction) 0 34只不過，湯淺本人的身體論之所以能夠有

助於西田盲點的釐清，貝11來自現象學有別於康德先驗哲學的解釋模式。這樣的借

用是否合法也因為它的成就弔詭地出現了問題。怎麼說呢?畢竟，胡塞爾的現象

學不是建立在實踐功夫論上。他要求的還是典型西方的嚴格科學。 35這時候，將

現象學的方法用在功夫論的解密上，會不會有張冠李戴之嫌?在這個質疑下，湯

淺詮釋的依據反而變成被考察的對象，我們也因此要把焦點轉移到現象學本身的

處理上。但由於西田從「絕對無」到「終極實在」的路徑不是一個西方哲學既有

的問題，我們該怎麼去考察呢?這個問題便突顯出梅洛龐蒂於其間所扮演的重要

角色。

33 Cf. , E. Husserl,“The Vienna Lecture: Philosophy and the Crisis of European Humanity", in The Crisis

ofEuropean Sciences and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 op. cit., pp. 269-99.

34 所謂解構可參考J. Derrida, Speech and Phenomena , ed. &甘個s. D. Allison,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3 。

35 Cf. , E. Husserl,“Philosophy as a Rigorous Science", in Q. Lauer, Edmund Husserl. Phenomenology

and the Crisis ofPhilosophy, N. Y.: Harper & Row, 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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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梅洛龐蒂

為什麼是梅洛龐蒂?這倒不是說其哲學思想與東方哲學的功夫論有任何淵

源。而是比較他和沙特(J.-P. Sartre) 哲學之間的差別，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其

哲學和東方思想的神似之處。沙特在論及《存有與虛無》時所運用的「在己」

(en-soi) 與「為己J (pour-soi)清楚地標示著笛卡兒「心物二元」的痕跡;36相

形之下，梅洛龐蒂的身體主體(Ie c。中s propos) 卻反映出東方哲學「身心合一」

的特色。當然，光這樣是不夠的。誠如上述，若沒有湯淺對西田詮釋的補充，西

固的「場所邏輯」可能淪為一種比賦。同樣的，我們也不能冒然地比較梅洛龐蒂

的著作，做為現象學方法在東方哲學功夫論解密上的可能依據;儘管按照湯淺的

案例，這樣做不盡然是無的放失。為了考察湯淺詮釋的合法性，我們必須從西方

哲學的系統內找指引。也就是說，現象學如何在西方哲學傳統中開拓一條與東方

哲學接軌的路徑?這於是讓我們從梅洛龐蒂的文獻中找到線索。那是一份他在

1947年到 1948年間為高級師範學院 (Ecole Nonnale Superieure) 與里昂 (Lyon)

大學學生的教師資格考(agregation)作準備的課程講稿。基於課程性質，我們
看到的不是梅洛龐蒂哲學本身的系統論述，而是他如何用現象學的觀點將西方哲

學史的身心問題發展安排出來。這對我們上述系譜建構的旨趣來說，一方面可以

說明身心問題身體觀這個另類思維的出處，另一方面也可以藉此驗證湯淺詮釋西

田的意義所在。

經此疏通，從這份講稿的一開始，梅洛龐蒂區分笛卡兒藉由上帝連接心物的

傳統，以及巴斯卡 (B. Pascal) 用身心的連結釐清人神關係的傳統， (IS , 29)
可以馬上反映出上述東西方哲學面對身心問題的不同調性。原來，在論證上帝存

在的問題上，笛卡兒透過「我思故我在J (cogito, ergo sum) 推出上帝的存在，

而巴斯卡，相反笛卡兒理性主義的作風，卻用人性中的弔詭來賭上帝的存在。 37

他們代表了用「身心合一」解決「心物二元」與用「心物二元」解決「身心合

一J '這兩個根本不同的方向。不錯，由於巴斯卡發現人性情意 (feeling) 的強

度不亞於理性，他為笛卡兒的西方哲學主流思維邏輯之外，增添了一個感覺邏輯

的向度。這看起來與西田「場所邏輯」的初衷有不謀而合之處，但笛卡兒與巴斯

36 J.-P. Sart肥， Being and Nothingness， 甘ans. H. Barnes, London: Routledge, 1995. Cf., Klaus Hartmann,
Sartre's Ontology,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66.

37 Cf., B. Pascal, Pensees， 甘ans. A. J. Karailsheimer,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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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並沒有不同文化背景所帶來意想不到的風險。因此，我們不妨藉此說明這個比

照思維邏輯的感覺邏輯是怎麼產生的。 38

順由這兩個方向的發展，梅洛龐蒂將馬里布郎士規劃於笛卡兒的傳統，而畢

翰與柏格森於巴斯卡的傳統，建構出一條反映身心問題真實身份的系譜。它肇端

於笛卡兒認為身心之間是個說不清的神祕關係。梅洛龐蒂在此根據笛卡兒(第一

沈恩〉與(第六沈思〉的落差， 39指出身心問題在形上學與知識論交界處的模糊

性正是西方哲學觀念論與實在論之間懸而未決的兩難。那就是說，若我們強調知

識清晰性的話，怎麼去說明那尚未被說明的模糊，特別是指存在經驗所提供的事

實?反之，若我們接受模糊不情的可能話，又如何顯示理性反省的意義，特別是

為了彰顯事實之故?於是，我們不難看出西田建立東方文化的邏輯基礎所要面對

的問題為何。事實上，梅洛龐蒂清楚地告訴我們笛卡見對身心問題未曾提供任何

有價值的貢獻，頂多也只是一種未反省的主體 (unreflective subject)' (IS , 35)

而這前所未有的未反省主體在馬里布郎士、畢翰與柏格森的討論下，逐步透過身

心問題的實質內涵展現在身體上。

那麼，他們是怎麼去鋪展的呢?梅洛龐蒂在這裡所進行的就是現象學方法的

操作，把討論問題的焦點從與宗教的關連轉移到對象自身的描述上。這麼一來，

他們講法不會因為身心問題的形上學與知識論層次而失真，同時身心問題也不會

因為他們的討論而失焦。職是之故，針對馬里布郎士的天主教神學，梅洛龐蒂不

因為其「身心合一」的要求，指責他對上帝優位的承認只是一種神學觀，而非哲

學性的探討。相反的，由於馬里布郎士不認同笛卡兒把思維視為心靈自明的性

質，梅洛龐蒂看出他率先發現到解決「心物二元」瓶頸的知覺。(Is ， 38) 那就

是說，身心關係在吾人的生活經驗中即一種不曾被察覺到的心物關係，這不是思

維的自明性可妄加否認的。笛卡兒理性主義的基礎因此為之動搖，儘管梅洛龐蒂

明白馬里布郎士不曾脫離笛卡兒主義的方向。怎麼說呢?原來，馬旦布郎士的意

站在討論馬里布郎士與華翰時，有趣的是，梅洛龐蒂不斷地比較布倫西維克(L.Brunschvicg) 新

康德學派立場的詮釋，以凸顯巴斯卡的議題，卻甚少再提及巴斯卡的思想;而到對柏格森的討

論時，達布倫西維克也不見了，直接就柏格森理論去批判。這顯然是他藉由思維邏輯的比照，

彰顯感覺邏輯的運作。

39 在〈第一沈忍〉中，笛卡兒用上帝的真理確保「身心合一J '但在(第六沈忠中〉則因上帝不會

騙我們，而顯示著「心物二元」的自然傾向。C去， R. Descartes, Meditations on First Philosophy ,

in J. Cottingham et al., trans. , The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Descart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 vol., 1984-5, 1991 0



身心問題的另類思考一一西田幾多郎、湯淺泰雄到梅洛龐蒂的身體觀系譜 171

思是說， r身心合一」不曾排除「心物二元 J '相反的，前者是建立在後者的基

礎上。他之所以能夠這麼做是因為在批評笛卡兒論證的兩難後，他轉由宗教「原

罪」的教義去說明這個未被察覺的認識。於此，他發現我們在經驗中如實地感覺

到慾望、自由與尊嚴，而它們本身卻無法在思維的反省中有效地揭露出來。於

是，馬里布郎士不像笛卡兒放心大膽地回溯到思想的源頭，找出上帝來確保「心

物二元」之間概念上的連結;相反的，由於我們對未反省的主體雖有內在的感

覺，卻無清晰的概念，故在墮落時，它以我身體成為我自身一部份的方式透露

出。(Is ， 40) 最後，他用聖經中的亞當 (Adam) ，一方面，來表徵這種身心的

和諧關係，另一方面，指出當心靈依賴身體時，它便開始墮落了。(I S， 41)

對梅洛龐蒂來說，在「身心合一」的前提下，馬里布郎士不忘我們對世界原

初直接的內在感覺乃破天荒之舉。這意昧著那原本只被視為被動的經驗事實，不

僅不受心靈宰制，出現在我們身上，更被他用來顯示主動思維所不及之處。那就

是說，如同笛卡兒的理性思維，我們需要說明「心物二元」的事實。(I s ， 41)
但不同於笛卡兒的作法，馬里布郎士認為「心物二元」的對立性並非有待解決的

問題，而是已經被我們的有感而發消解掉。當然，整體來說，為了保全理性主義

的傳統，他最後不得不把上帝安立於理性條件的位置上，以便去分析這個「心物

二元」的消解過程。但梅洛龐蒂認為瑕不掩瑜，我們不必為其理論架構矮化了其

實質洞見。這會讓知覺失去自身，再度變成一種因果關連上的玩偶。馬里布郎士

著名的偶然論( occasionalism)便是如此看待的:由於概念不是發生在我身上，

而是給予我的，故一定有個理智自身的原則一一上帝一一將它賦予我們。(IS ,

56) 梅洛龐蒂對此的評論是在惋惜之餘，進一步地揭示出其積極意涵:那個不受

理性干擾的內在感覺正是現象學的發源處。

相較於馬里布郎士的笛卡兒主義，畢翰則充分表達巴斯卡的意向。簡言之，

我們不能再用對已知的驗證來掩蓋這個追求本身的未知，它會讓內在感覺與理性

思維之間不對等的迷思成為進一步認知的絆腳石。 (IS ， 73) 這當然也是梅洛龐

蒂自己身影的投射，如何從經驗論與理性主義之間走出第三條路，以解決「心物

二元」與「身心合一」之間的煩惱。 4。有鑑於此，畢翰不急於理論上的綜合，而

是從身體經驗的活動去描繪「主一客」、「心一物」、「內一外」之間永無止境變

動的原初事實 (primitive fact) 0 (Is, 68) 在梅洛龐蒂的眼裡，這就是現象學呼

40 Cf., M. Merleau-Ponty,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帥，甘ans. C. Smith,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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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欲出的雛形:一種朝向原初思想的運動。怎麼說呢?在面對經驗事實之際，我

們不是從思想面建立起不變的原則，以化解理路上的不一貫或對峙的情景。相反

的，我們因為意識不斷糾纏於這種對自身形成方式的抗拒，從而在吾人的反省活

動中，發現一種先於反省的思維。(I s ， 64) 就此而言，理性思想非但不是去超

越這個經驗事實，反而因此被植基於一個有機層次中;它使得隱藏在思想背後的

身體不斷地從聆聽、碰撞與觀看等實際活動中，形構出聲音、觸覺與視見等具有

客觀性質的內在現象。於是，內在感覺不再是過去心理學以為的主觀印象，而是

為反省判斷建立起實質內容的可能基礎。(I s ， 76) 反過來說，若先要接受客觀

知識的鑑定，才可能成為有效的數據話，內在感覺不是被證明出來，而是被取消

掉。

可是，這麼做的根據何在?原來，畢翰把馬里布郎士的內在感覺推展為一種

自由的認知， r我要感覺到自身的自由，我才是自由的 J 0 (芯， 70) 換言之，他

的分析是藉由主體的主動與被動活動所產生的生活時間進行的。職是之故，一切

客觀世界的建構都在這個真體的身體空間中進行， (Is, 71 )這個客觀空間因而

讓意識主體活動脫離純粹的邏輯性格，建立起吾人的自身身體。 41 畢翰在這裡不

僅預示了梅洛龐蒂的身體主體，並呈現出原初潛意識的野性感覺。也就是說，為

了捕捉這個有感而發，意識將自身剝落，讓未被思考污染的東西開顯出來，以便

我們能夠毫無預設或偏見地去認識它們。這也就是梅洛龐蒂所謂的現象學方法操

作。 (IS ， 68) 當我們面對一個實際經驗的對象時，我們先要把這個所經驗到的

對象存而不論;然後，經驗前的對象才能自存而不論的意識活動中還原出來。由

於這個方法讓對象自身在意識中形構出來，而不是由吾人意識對它加以建構，故

身體的活動不僅先於個人的察覺與感受，同時也延伸到周遭生活的反省中。

(IS , 71)
在這個方向下，梅洛龐蒂認為「身心合一」對畢翰來說毋寧是個虛假的問

題。因為作為一個原初事實，它們早已彼此相連，分不開來。的確，在我們身體

活動中，揭示個別存在的內在感覺就是由這個意識原初狀態流露出。但這個「合

一」是在「二元」的條件下，不能倒過來看。也就是說，它們之間的疏離與對反

除了是進一步思維的基本條件之外，其內外之別也確實是因為自身與內在感覺的

不可分所致。因此，既然它們原本就是二元的，刻意地將它們綜合為統一不僅是

41 Cf., M. Henry,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y of the Body, trans. G. Etzkorn,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缸，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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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的，也是沒有必要的。 (IS ， 67) 換言之，畢翰希望存有論的重建是在經驗

的合法基礎上，而不是用合法性取消經驗。(I s ， 80) 就此而言，他終於擺脫了

笛卡兒主義的死胡同，強調我們的眼睛在看，而不是我們的心靈在看，並由此塑

造出一種知覺與意念相互蘊含的「我思」原始性格。梅洛龐蒂認為這才是畢翰的

意識歷程:我們透過活動而有所意識，我們自身於是被時間化了，也因此才有賦

予意識以及發揮自由意志的可能。從另一個角度來說，由於實際現象源自於這個

先於主客的被動中性領域，畢翰表示在我們身體的聆聽之中，早就有一種身體反

思，只不過它顯現於一種明顯的專注與理解之中。(I s ， 81) 故對他而言，笛卡

兒的「我思」充其量不過是延續這種理解，絕非其所意味的存在根本處境。職是

之故，當笛卡兒強調要從「我思」的嚴格二分下， I身心合一」才會有意義，畢

翰認為這其實是多此一舉。顯然，畢翰預見了彰顯現象界的現象學。不過，令梅

洛龐蒂遺憾的是，未經胡塞爾現象學方法的洗禮，畢翰的論證充滿心理主義的色

彩。(Is ， 66) 他的生活時間只能從過去到未來，無法迴轉過來。(I s， 76) 這麼

一來，他所言的身體終究只是一種名相，尚未把與身體相連的思想符號內在化。

無怪乎，畢翰始終徘徊在經驗論與理性主義之間，抵達不了他所預期的第三條

路。

從畢翰到柏格森，梅洛龐蒂論述的方式有了很大的轉變。他直接就《物質與

記憶》文本做批判性解讀， 42而不像先前的討論圍繞在觀念上的釐清。何故?原

來，柏格森哲學代表巴斯卡感覺邏輯的具體成果。若不嚴格地檢討之，其成效就

不彰。那麼，其特色究竟為何?我們不妨回頭用湯淺對西田「場所邏輯」的身體

詮釋來說明。湯淺詮釋所顯露的特色在於他使西田「絕對無」成就「終極實在」

之際，不像觀念論讓「終極實在」因此取代了「絕對無」。前者可以從梅洛龐蒂

對馬里布郎士與畢翰的論述中看出，後者則由梅洛龐蒂對柏格森的批判來顯示。

那就是說，梅洛龐蒂肯定柏格森主張在場世界的主動身體之餘，強烈批判他無法

交代經驗的深度，以致只能用第三人稱的方式來處理身體邏輯。(I s ， 96) 用湯

淺對西田的詮釋方式來說，若不是這麼做的話， I場所邏輯」無法不讓「終極實

在」取代「絕對無」。

怎麼說呢?原來，梅洛龐蒂的批判不是因為彼此觀點差異，而是相同之故。

首先，他指出柏格森旨在重新發掘先於主體反省的人與生命之聯繫。(I s ， 110)

這與他本人晚年的存有論轉向有異曲同工之妙。然而，對他來說，形上學的建立

42 H. Bergson, Matter and Memory, trans. N. M. Paul & W. S. Palmer, N. Y.: Zone Books,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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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我們的內心深處發掘我們對現象學的抗拒，也就是其遺著《可見與不可見》

裡艙炙人口的野性存有 (wild being) 。的雖然柏格森也同樣從我們與事物的原始

統一性中建立起知識，好讓隱而不彰的存有得以加入歷歷在目的實有， (芯， 109 )

可是，他卻沒有梅洛龐蒂晚年徹底探詢存有的意圖，那是傾聽「無聲之聲J '並

藉此無盡深淵為存有論樹立一個完整的統一起點。我們在此看到西田「絕對無」

的訊息。其次，為了建立這種與生命聯繫的形上學，柏格森反對任何一種無縫隙

的統一性。(Is ， 116) 這也和梅洛龐蒂晚年所提出的差異(的cart) 有共鳴之

處。 44但梅洛龐蒂之所以相反自康德到黑格爾以來觀念論的基調一一統一性是由

先驗自我對差別的綜合所致一一是基於胡塞爾的「回到事物自身J (die ‘Sachen

selb鈍， zurlickgehen) ，以一種身體在可見與不可見之間的反轉交錯(intertwining,

chiasm) ，讓差異中的統一從肉身(flesh) 的調適中自然流露出來。“上述湯淺

對西田「場所邏輯」的詮釋由此得到印證。(湯淺，68) 最後，柏格森強調這

種形上統一性是一種活生生的自然。這也獲得梅洛龐蒂的支持，我們必須從自身

的內外處同時來驗證我們存在的事實。(Is ， 110) 不錯，如此從「絕對無」到

「終極實在」的最佳寫照不外是柏格森主張:由於直觀不是用來吻合外在的實

在，而是源自我們自身的活動，我們最能夠直觀到的實在乃是內在的綿延;換言

之，這個綿延活動與其隱含的創新是在反省中，實踐中證成的。可是，若不是梅

洛龐蒂從存有內部去思維的形上進入方式，怎麼能不讓「終極實在」取代「絕對

無」呢?職是之故，湯淺把「行動直觀」解釋為身體不僅是西田所欠缺的，也就

是柏格森不通透之處。

的確，沒有現象學方法的支撐，梅洛龐蒂發覺柏格森這種內在思維的直觀只

是思緒綿延的相合，不像他自己對存有深度所進行的是辯證性的聆聽。所以，他

特別批評伯格森那種基於符應觀點而來的「身心合一」論，那不過是一種在觀念

論與實在論之間的跳躍，不足以召示他宣稱的超越。(IS， 106) 那就是說，雖然

身體是個觀點，也是行為的中心所在，但柏格森不曉得知覺的優位與事物的原初

統一性乃超越主客、心物之間的中界點。因此，他還是停留在一種實在論的看法

中，對身體是一種非主體性的認定。 (IS ， 94) 這麼一來，當世界只是一種印象

自身時，柏格森的意識多重意向結構就會變成事物多面向彼此之間的搖擺不定。

43 M. Merleau-Pon 旬， The Visible and the Invisible, op. cit., p. 170.

44 M. Merleua-Pon 旬，“Eye 個d Mind", in Primacy of Perception, ed. J. Edi巴， Evanston: Northwest 巴m

University Press, 1964, pp. 159-190.

45 參見註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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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洛龐蒂擔心那會讓主體死去，因為不論是純粹記憶還是身體都不是真正的主

體。 (IS ， 90) 尤有甚者，由於他以為身體是預先存在的，而不是生活時間的現

實，這使得柏格森無力於描繪時間性的身體辯證，以致無法說明此刻對過往的意

識，最後只得刻意去壓抑活動與對知覺變遷的綜合。 (IS ， 111) 梅洛龐蒂將這一

切歸諸於柏格森不明白現象學在方法上的突破，以致他無法完成的對直觀的創

見。有待我們的解放。

不過，經由他的洞見，柏格森可望跨越這反省分析不及之處。畢竟，當「心

物二元」相連於時間辯證的統一性時，那是同時共現的，而不只是相關的。因

此，若他不是那麼的實在論，他可以解決「身心合一」的問題，以顯示他真正想

要表達的:意識隱含著一個參與在時間辯證形構中的身體。就此而言，身心問題

身體觀的系譜建構終於明朗。原來，光用身體做為詮釋的觀點是不夠的，還要看

怎麼去詮釋。在評論《物質與記憶》峙，梅洛龐蒂認為身體觀只有在現象學方法

的操作下得以確立。因為，在現象學方法的本質直觀中，當下的知覺活動才擁有

空間場所。反之，一旦我們回顧過去時，就會將自身從這個空間中移出，因為回

憶是一種來自身意識的察覺，而非當下的意識。(I S. 95) 這表示反省雖是透明

的，卻無厚度 (density) 可言，所以讓歷史的超越性消失無形。換個角度來說，

思辯的對象也不能是掛空的，若其不在場性 (absence) 是實在的話，就必須來

自可見與不可見的綜合。因為這個可見與不可見的區別源自於身體的有限性，故

它其實是透過視覺界域 (horizon) 揭曉的。 (IS. 101)顯然，在這個存在的向度

中， r心物二元」就是「身心合- J' r身心合一」也就是「心物二元」。職是之

故，既然形上學以世界的知覺方式呈現出來的，而非心靈的產物，西田必須用

「行動直觀」來形構「場所邏輯J '以避免「終極實在」對「絕對無」的鳩佔鵲

巢。而這也只有用湯淺詮釋為被動感覺與主動理解所倒轉的「行動直觀」才有可

能。總之，身心問題真實身份的模糊不清非但不是個困局，反而是個契機。

五、結論

在本文的討論中，我們最後發現身心問題不是被解決了，而是說，由於它的

未決才有可能將它真實的身份揭曉。這個了解讓東西之別現身於古今之辨當中。

不過，這古今之辨不在於一種線性的進步時間觀中。從西田幾多郎、湯淺泰雄到

梅洛龐蒂的系譜建構中，我們發現那是我們身體所透露的生活時間。這個生活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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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是馬里布郎士、畢翰與柏格森所勾勒出來的，但梅洛龐蒂認為只能用現象學予

以有效的表達。因為現象學論述的不是理性思辯的產物，而是由我們的感覺所揭

示的生活世界。這種感覺與理性的並行不悸是現象學方法的特色。但在自然科學

方法的壓制下，它只能表現在哲學的另類思維之中。因此， I絕對無」即「終極

實在J '若像京都學派所說，是莫測高深的宗教話，倒不如說這是感覺邏輯。畢

竟，它不是在說明一個道理，而是在身體力行中，讓道理自行去訴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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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ther Way of Mind-Body: The Genealogy

of the View of Body from Nishida Kitaro,
Yuada Yasuo to M. Merleau-Ponty

Cheng-yun Tsai

Abstract

Mind-body is one of the main issues in Western philosophy ever since R.

Descartes sep紅的es mind from the body. But, seriously speaking, it is a false issue. We

are going to take the genealogical constitution as a narrative in this paper to reveal its

philosophical thinking instead of the concealment of theoretical system.

Such a genealogical constitution is based on the realm of the forgotten body. We

first examine how Nishida Kitar6 employed ‘logic of field' to explain the creation of

‘Absolute Nothingness' , and how Yuasa Yasuo , in distinction from normal view of

philosophy of religion, to exemplify action intuition that Nishida's ‘logic of field'

relied upon. It is due to this employment of phenomenology by Yuasa, body, which is

hidden in ‘pure experience' , presents itself to us. Finally, this procedure of

deconstruction is carried out by Merleau-Ponty's discussion of the genealogical

constitution of body from Malebrance, Biran and Bergson. Malebrance first discovered

the inner sense of unreflective subject. And then, Biran described the primitive fact of

mind-body with the activity of body-experience to open the channel original unity of

things and us so as to allow Nishida's ‘ultimate reality' to be confirmed. Nonetheless,

Yuasa's interpretation of body as action intuition is actually justified by Merleau

Ponty's criticism of Bergson. That is to say, phenomenological operation is concerned

with the logic of sense, which does not exclude either sensation or reason. For it is not

saying something, but let the things be said by body's pratice.

Keywords: mind-body, Genealogical Construction, Nishida, Kitar6, Yuada Yasuo, M.

Merleau-Pon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