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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科學研究與神學論自由意志的問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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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光神學脆助理教授

→、前言:間題與現況

近年來，腦科學以及與之相闋的認知科學研究在歐美

熱烈地興起。舉如歐巴馬總統 (Barack Obama) 在二0一

三年四月揭開了美國的「腦」創新研究(“BRAIN" Initiative) 

之序幕，投注巨大的金錢、人力以及各門科技協助腦的研

究，以對腦與神經細胞謎樣的行動進行各方的研析。哈佛

大學的腦研究中心 (Center for Brain Science) 就是第一個

受此資助而成立的學術機構。 2歐盟也投注上億歐元的經

費，在二0一三年十月共同成立「人腦計劃J (Human Brain 

Project) , 3以期對人腦的神經系統以及運作有更深入的認

識以及掌握。這些研究工作所要達成的目的，其中相當重

要的方向是要解決阿茲海默症、帕金森症等自腦部變化所

引起的疾病，以及腦部受傷之後的醫療和復健等，同時也

具有一個十分重要的指標，即在於了解腦神經系統的運作

典人的思想之間的關係。

1 本主壘筆者二0一六年在台灣樹德科技大學任職之時，在科技部計量蝙曬MOST 1個-

2410 - H - 366 - 010 - MY2 經費補閣下完成。
2 見美國的「臟」創新研究網頁

(h旬J神ww.bm扭扭i國加間ih.govnAspxAut旭，0.包OtC回IkÎeSu開ort=l ' 2016 年 8 月 101
目瀏覽)以且晴禪大學的路研究中必網耳

(h旬:J/cbs 加1mrnm1.國UJn制區冒血.eW>Ih<血-血包甜珊， 2016 年 8 月 10 日瀏覽) • 

3. 且M有p:J/ec.閻明也--當""""""""白血0/扭曲訕訕~，師自由晶:-fl繩帥駒，以丑

尬個1!WWW扭血血M誼呵呵""血lenJ (且17年 10 月 11 日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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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科學研究單位新呈現的是種種研究數據，以及相互

關聯的現象之報告，至於如何解釋這些數據以及現象，則

涉及整個人觀的議題。關於腦的運作與人的意識、自由意

志、心智甚至是靈魂之間的關係，早在十九世紀末的哲學

界已對之有許多論述。最近二十年更由於測量腦的運作、

活動之精密儀器卓越發展，如功能性磁振造影(fMRI，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正電子發射計算機

斷層掃描 (PET， posi仕on emission tomography) 等，以及腦

科學與認知科學的對話、結合，促成這方面的論述更加熱

烈展開。許多原本從事哲學研究的學者，紛紛跨入對腦科

學的了解，企圖重新描述人類圖像 (Menschenbild) ，將人

與人工智慧冊製造的機器人類同，如麥清格(Thomas

Metzinger) 、侯特(Gerh缸dRo也)等人;但也不乏出自哲

學界的強烈反駁，如海克 (P. M. S. Hacker) 和班尼特

(M阻.well R. Benn蚓 、戴維森 (Donald Davidson) 、納

格爾(Thomas Nagel) 、碟，恩 (Michael Pauen) 、查爾默

斯 (David Chalmers) 、遠馬修斯(AntonioD缸n咽。)、麥

金 (Col旭 McG旭n) 、奎帖爾 (JosefQ叫做rer) 等，致力論

述，腦神經系統的運作並不等於意識 (consciou阻間)或心

智 (mind) ，單單經由精密儀器的測定與分析不能決定人

類的圖像;對於意識與心智的議題，我們必須承認，它們

對於人類還是神秘的謎題。

在漢語人文學界對於腦科學研究的關注還不多見，近

兩年來，台灣科技部發起「腦影像X人文社會科學圓桌工

作坊J '與台灣大學、政治大學以及成功大學的心智影像

研究中心合作，期待促進以及推動人文社會學科參與腦神

經科學的研究成果，以進行跨學科的研究工作。台灣大學

的「身體﹒心靈﹒文化整合影像研究中心」即是扮演媒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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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色，作為各方學者能交流、依興趣及研究主題組成跨

學科工作小組。這是研究工作的新趨向，朝向更為整全地

認識人，以學科研究協助了解人的社會以及行為模式，得

以在發生問題之時，能從更多層面的觀點提出通切的解決

方法。面對這種新興的研究趨勢，從事神學研究者不得不

正視，腦科學研究如此蓬勃以及廣泛影響昕帶來的挑戰。

在西方世界，回應激進的腦科學研究所持機械人觀之

學者，主要是在哲學方面，相較之下，神學方面的回應顯

為少數。筆者於三 0一六年夏天在菌斯布魯克大學

的世versität Inns趾山k) ，與羅馬公教神學院基督教哲學系

的奎帖爾教授，以及已經退休的耶穌會士茍樂教授 (Hans

Goller) 專對此議題與他們交談，得知這個羅馬公教的神學

院對腦學科研究研帶來的影響十分關注，多位教授分別從

其專業發表著作和演講，以為基督教人觀辯護。維也納大

學基督教神學系的豆豆統神學暨宗教學中心主任科特納教授

的lrich H. J. Kö血前)近年也發表了許多著作回應。觀察

奎帕爾從羅馬公教神學立場，以及科特納從更正教神學立

場所做出的論述，可以看到雙立于對腦科學議題的關切重點

有所差異。

奎帖爾提出，羅馬公教會對於靈魂的神學觀點，長期以

來是以亞里士多德一多馬主義的傳統( aristotelisch

也omistische Tradition) 為依歸，視人的靈魂為「一個生動活

潑的有機體的生命原則」。因此，一直以來，生物學與自然

科學的研究發表對教會的衝擊不大，教會對之似乎是具有免

疫系統，可以與之共存。因此對於腦科學與人觀的議題就不

是那麼熱衷回應。在此神學觀點之下，教會比較要買賣的是腦

死、棒官捐贈、基因工程等問題。 4奎帖爾卻認為，教會必

4. J.曲of Q<曲釘釘" ''Lebl間脾血p 曲皂白gan;.mu.' Il<g<曲isse der Himfì咽曲且g im Licht v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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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對於腦科學研究從基督教的信仰立場認真回應。奎帕爾選

擇接受進化論與認知科學觀點之立場，但並非是自然主羲

(Naturalism聞)的哲學觀:將人與自然萬物等同為自然界

的進化結果;而是採取如此的觀點:接受進化論和相闋的認

知科學是與基督信仰及其創造論教義可以相容的。奎帕爾提

出兩方可以相容的原則﹒ 「要能夠與依據神學作為前提相

闕，即〔進化〕是根據上帝所創造的、基本上為好的性質。

敢示神學的內容也特別在這里並非是與上帝所給的這個自

然性質相反對，而是可以〔與之〕和諧。 J 5 

科特納則是重視，心智/靈 (GeÍst) 在腦科學與認知

科學掛帥的時代當如何定義的問題。二00四年十月在歐

陸有十一位腦科學專家共同發表聲明，宣布二十一世紀當

今腦科學的研究成果以及未來的發展，內容特別針對「腦

與心智/靈」的問題。在聲明中有一毆即是宣告，未來的

十年、三十年人們將毫不反對地接受:包括心智/靈、意

識、感覺等等，都是經由腦神經運作的自然過程研產生。 6

針對此種觀點科特納正確地指出，當今學界受腦科學研究

的影響，經常是將意穢的哲學與心智/靈的哲學等同，後

者即英文的 philosophy of mind 0 但是 I r心智/靈』在西

方哲學的傳統中也用於道/原理 (logos) ; 用於理性 (nous，

ratio) ，如同也用於『靈魂Jl (psyche， 血ima) 0 J 7如果

Phllo咱也ieund Th曲，1ogie 弋 HerderKo"四V]JOndenz S4 (20曲1)， p.404.

5. Josef Qui偉-， 吋'on N凶器組 der Religion-thec:曲19ische h可，Iil<ati圓圓 ""'"' 

開nlu血-間甜甜血區組ãrung kog區即回 F瞌睡出f'， in ulri曲回lre & "- Souv;gmo, 
(odo.)， _lu抽'11 der ojfet.必g間'g-{耳切必"'"曙der_如'on (Freibuqf. 1ImIe<, 2012), p. 224 

6 且Cbris'祖且 E 回阱" Angela D. Fri甜甜間. Chrisωf Koch, Heiko :U血m詛咒Chri.ωphvon

der Malsbl唔， R血曲tlf Menzel, Hannah Monyer, Frank Rösl眩， 0酋bard Roth. Her回ng

缸蚵曲& WolfSingc誼，“D田M回fust. E1f fUIU四de Nourow旭"•• 曲aftl"，曲:r Geg回"'"

undZ、>kunft der 國血jb... 曲，ung" (h旬J伸ww.spe1由1且也旭唔盟國'du-n圓ifest/:田間啞，

閻明ssedl0Aug201 6) • 

7. U1rich HJ. Kðrtner，‘四uE扭führung Kol1Zl苟且扭扭 undP扭曲mened甜 Oei風帥". in 
lßri曲 H. J. Kör包"， &A國reas. K.1ein (i由 )， DIe 間組帥keitdes G，晶tes. Konzeption甜岫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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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理性、靈魂全歸於腦神經運作之下予以定義，如此

即產生弔詭的問題:心理學 (Psychol吟唱，字首 psych-源

自希臘文靈魂，在十九世紀末之前， Psychologie 主要討論

與心智、理性、靈魂相闋的論題)的討論沒有靈魂，牧者

關顧(德文中稱牧師為“Seelsorge" ，關顧靈魂之意)的

對象沒有靈魂;而這些是長久以來，至少是在西方，人類

文明所從事的重要活動。因此科特納認為，面對腦科學所

作出的人類圖像之輩命性定義，基督教神學應重新探討

Geist 的問題，遠在回應的工作上是相當重要的。

腦科學研究者為人類的各種行為在腦區定位，甚至認

為，宗教信仰的經驗也可以藉由實驗在太腦中予以定位。

亦即，若以基督信仰來說，在禱告、靈修中對上帝的經歷，

以及靈恩的經歷等等，都不是外於人的上帝、聖靈與人的

互動，而是人腦中的活動所產生的結果。科特納因而認為，

在腦科學的衝擊之下重新探究心智/靈的問題，話豈不僅關

涉基督教的人觀，旨在於與神經科學、意識哲學的研究各

方對話，同時也關涉描述聖靈的工作，尤其是關於信仰的

敬虔(與上帝的靈交往)以及靈恩現象等，這些芳面都必

須好好再思考以及予以適切地回應。 8

奎帖爾對此議題的關懷呈現羅馬公教神學背景的向

度，認為自然/本性與恩典是相容的，但木失是出於上帝

主動的作為與創造的要素。奎帕爾近年的研究致力在認知

科學的觀點之下，對「靈魂J (Seele) 概念的重新思考，

試圖保持基督教的創造觀與自然科學研究的對話。近代論

述身體一靈魂的問題(Leib-Seele Problem) 之時，新牽涉

的思想背景大都溯及酋卡爾的二元主義對後代的影響，包

Ph曲。m間e曲曲istes in Philosophie und 扭曲logie der 由E朋W<Ut (N，間尬咱血，-Vluyn

N翩起E曲阻"，.200旬， p.3.

8 同上，買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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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對基督教神學中人觀的影響。若採取亞里士多德哲學觀

點，則是視靈魂為生命的原則，身體是質料，靈魂是形式。

一個活生生的人所具有的是身體與靈魂三者合一，無法分

離。因此可稱為是舍一的一元觀點，但並非自然主義新持

的純物質一元觀。由亞里士多德的定義伊拉看《聖經》旦時諭

整全的人，以及論基督再來之時死去的人身體復活，似乎

較能合理解釋。

自然主義的一元論則是極力要說明三元論之無科學根

據，受此街擊較大的應該是大多數更正教神學的人觀，尤

其在華人教會，普遍信徒所持有的觀念是身體 靈魂二元

或身體一靈一魂三分的觀點，以此為基礎進行反思、建構

教會或者個人的神學。但不管是羅馬公教原本昕持的舍一

的一元觀，或更正教普遍的二元、三元觀，都需面對近代

腦科學暨認知科學的研究學者企圖取消人的，心智/靈的主

體性，將之歸結於腦的機械作用，或者企圖證實太腦的運

作中沒有「靈」或「靈魂」的存在之理論。它們在在影響

了基督教的救恩教義，以及甚或取消了上帝的存在和上帝

的護理。

確實地，若要用科學方式觀察或實驗，以證明人有靈

魂，則至今尚無令人信服的方法。即使不稱之為靈魂，而

以哲學語言稱之為意識主體，許多腦科學專家和整合哲學

與腦科學的學者已經消解了這個概念。在他們的觀點中，

腦的運作直接等於意穢，麥清格用“ego 個血el" 稱腦系統

作用，那是產生「我」的意識的機制，讓人有自我的幻覺，

實際是沒有真正的「我」的存在。 9反對此定義的苟樂試圖

用臨死的各種實驗和觀察來說明，腦的運作並木等於意

9. 喜李麗竭， (主體的自費珊，現車的自費一一稚主體自費理輪回應麥清格的自費幻覺理

論) ，曹〈哲學典文化)5個期 (2016) ，頁 161-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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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即使一個腦功能已經趨近零的人，在他恢復知覺之後，

還能夠敘述那授時間昕意識到的種種實境。1。但是這樣的例

子畢竟十分罕有，許多醫學實驗仍繼續朝比方向努力，但

尚未有具體的結論。

針對腦科學研究取消人的靈/心智的主體性之挑戰，

在哲學界有從第一人稱觀點，有從語言的觀點，有從自由

意志或是感覺、情緒的向度之觀點予以反駁。 11神學研究者

應該如何回應這個棘手的議題?筆者認為，首先是神學工

作者要被提醒，應該關心這方面論述的發展。奎帕爾以及

科特納等學者長期從事此議題的研究，他們從基督教哲學

以及神學、倫理學的觀點所作出的回應，可以提供漢語神

學者參考。另外，組成神學的跨學科工作小組或工作坊是

十分必要的，以從各方整合研究結果，互相對話、討論、

交換專業的意見。特別是從事神學者當與從事腦科學研究

的自然科學學者以及哲學學者多方合作，以獲得更週全的

觀點，共同描述基督教人觀。

本篇論文嘗試做神學取向的跨學科討論，將從自由意

志的觀點回應腦科學的機械人觀，並且回顧路德論自由意

志的鋼綁的論點，探討在採取神學與腦科學研究相容的觀

點之下，對之可以有的解讀。首先將從簡論利貝特

(B呵缸刮且 Libet) 的實驗開始，這是近年在自然科學以及

哲學論及自由意志之時，許多學者都會回溯的經典實驗。

二、利貝特的實驗以及影響

利貝特於一九九九年撰文〈我們有自由意志嗎?) (Do 

10 壘茍樂廚祖集的變個臨死的經驗之實例﹒且E曲曲u前，恥，hnt Gott im 品~irn? War棚

die NeurowisstmSchaft四 die Religioll nicht eT甜b四但.evelaer: Bu包圍g&Berck庸， 201')，

pp. 230-252 0 

11 蠱李麗頓， (主體的自我 vo 現聾的自費) ，買 167-171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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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Have Free Will?) 12發表他的實驗結果，該篇論文日後

成為探討「自由意志是決定論或是非決定論」之經典。許

多持自然主義的腦科學、認知科學及哲學研究者以此為基

礎繼續發展，但是從各方也有許多研究對此實驗提出質疑。

利貝特從實驗的結呆發現，被測試的人在他施行行動

之前的 550 毫秒被偵測到大腦中有特別的變化(稱為

readiness p。但ntial，即) ，而被測試的人意識到他想要行動

的意向是在 RP 開始之後 350-400 毫秒之時，約在行動進行

之前的 200 毫秒之前。然而在這 200 毫秒之間，被測試的

人仍能改變行動。利具特依據實驗認為，意願的過程是在

無意識中起始的，或者說，腦神經的運作先於該意識，但

是在人有此意識之後，仍然可以掌控結果。以牙利貝特新設

計的實驗來說，被測試者到底要不要按下鍵扭，在那 200

毫秒之內仍是可變之數。和j具特本人因此在該篇論文並不

完全排除自由意志之可能性，但是他也提出疑問，行動的

主體可以完全不受自然律(腦神經自主的運作)的約束，

而全然自由地做出決定嗎 ?13

利具特在論文中其實引進了海森伯格( Werner 

He盟問b叮g) 的「不確定性原理J ( uncertainty p血ciple)

量子理論以及混沌理論等物理知識所帶給我們的觀點:科

學事件都是可能性而非確定性，更何況決定論與非決定論

都沒有完全的理據可以支持。在實驗結果與主體的經驗之

間仍是存在無法解釋的鴻溝，因為普遍的現象是﹒個人都

能夠經驗，他是自主可以做決定的。 14因此，利貝特本人在

結論中甚至傾向採取自由意志是非決定論的觀點。因為利

12. B呵血旭 Lilx前，唱。 We HaveFn到e Wi11?". JOJlI7U21 01白血C扭曲曲晶晶dies， 6.8-9 (1呵呵，

帥的-57

13. 同上，頁 47 • 

14 同上，頁 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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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特認為，從信仰以及道德層面來說，這樣的觀點對生命

會帶來更大的幸福。 IS

但利貝特的實驗論文發表之後的結果，卻是他的實驗

比他的立場更讓人注目。持自然主義的決定論者奉和J貝特

的實驗為圭臭，引為對其相關理論之支持:意議等於腦、

自我為幻覺、自由意志是假象、人的表現全部都是腦運作

的產晶等等。 16但是若從基督信仰的神學立場也應注意，利

貝特旦時提的問題: I我們有自由意志嗎? J 同時是對身體

靈魂二元論的質疑: I是否在腦神經系統之外，獨立存在

看心智、靈魂、意識構成主體，而由主體來掌管腦的運作刊

出利貝特的實驗至少可以看到，意識的行動與腦的運作是

宜接相闋的。

德國著名的哲學暨腦科學研究者侯特所持的立場是自

然主義決定論，他為要解決利具特既說，絕大多數人經驗

到主體的自由，以及回應反對決定論的神、哲學者之論點，

侯特以其兼具哲學訓練的背景提出，腦神經科學家研研究

的大腦運作功能是大腦的實在性 (Wirklichkeit) ，而意識

所經驗、人之思想的內容是大腦的實際 (Rea1ität) 。如同

康德論述「物自身J (Ding 祖 sich) 是人的理性研無法認

識的範疇，理性只能認識物向我們的表顯 (D凶g fìir uns) 

大腦的實在性屬於後者，是科學可以分析研究的;而大腦

的實際屬於前者，是大腦的物自身，是不可知的。 17侯特企

IS 岡上，買括國

16 如辛格 Iw. s;"ge，1 、長特、麥晴橋等的觀點，以且前述十一位朋科學軍車的聲明﹒亦

且聶且在二00七年出版的書以壘甚磨} (Wi甜甜甜M間C肘)對和l具特實醋的重

握。台灣中央大學幫個神經科學研究昕棋藺草授在《天下雖誌》組第 464期 12011 年 4

月 2S 日)費量的〈自由盡直是個個車) .文中一直 I最近神經科學也曹現『自由盧

志是個個車j .λ在作決聾之前的五百聶融，大腦已經先措ft了，到行誦出現之前的兩

百毫軒才進入我們的意融昇，聶們以聶自己壘行誨的主人，其實還壘聾到這個大胞的現

範! J (鋼址 h旬J兩ww.cw.com.tw/article/ar誼clo 即組個，?id=5012田小 20[6 年 8 月 [S 日
瀏覽)。

[7 模特的理論稱措神經生輯學的構屆主義 (der neurobiologische Kon甜祖國:vismus) ，認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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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以此說服非決定論的哲學研究者能夠接受物質主義的人

觀，但顯然有些牽強。 18

三、對學j貝特實驗的反駁

克拉克 (Peter G. H. Clarke) 認為，利貝特的實驗所帶

來的爭議，其實就是二元論與一元論之間的論事。克拉克

對此議題持「兩面向一元論J (two-aspect monism) 的立

場 「根據這個觀點，我們對於內在生命主觀的、第一人

稱的敘述和腦神經科學所給出的，對於我們的大腦的活動

之客觀的、第三人稱的敘述，是指向一個單一實體之互補

的兩個面向。 J [9克拉克認為，宣稱心智與腦等同，這在語

育學上會有問題。但可以接受的是，對兩者的描述內容同

樣是針對大腦的功能，它們應該是同步的 (synchronous) , 

分別描述大腦的不同層次，而兩個層次是同等的、並且同

樣有效。克拉克認為，將利貝特的實驗結果解釋為腦的運

作先於心智或意識，這樣會造成對隨附主義

(epiphenomenalism )的支持，且也即是贊成意識或心智是

大腦的產物之觀點，仍脫離不了後來的自然主義腦科學研

究者所宣稱的， I我」只是腦的活動之體現。 2[

克拉克對於和J貝特的實驗之反駁主要有幾點﹒一、在

實驗設計上，很難準確測量出，何時被llIU者施行其意志做

出決定。二、 RP是否就是做出決定的意識之前因，很難斷

我們昕經歷的世界是由腦神經聶兢廚構成的，見萄揖對模特的理論之間1!- (G。且 Wohnt

曲nim Gehim?，彈 164-169)

[8 且茍樂學出鑽垃學者的反駁，提出經磨 (Ed曲血.，)與虛融並非全然壘腦神鍾的作用主

觀點﹒萄蟬進一步請述，經歷是主體性、帶有觀點的，而且是時間性的而非空間性的(同

上，頁 1的.[99) 。

19. Peter G. H. CIar扭" "The Libet E耳聞且目t血d its ÎI耳，lications 袋K 回'nscÎOl旭 W迎"， F甜甜呵

Paper 17 扭曲 2013)， p. 1 (https:/Iwww.:f8ra血ly.81-吋血血曲 C咀_8C.uk/resOuro圖/

Fmaday'l值。IPapers/Fax世.'"位O~旬"'/020m位OClarke_EN.pd且.""間吋 15Aug2016)

20. 闢揖「隨附主羲J .見本主車回慟(三)的解說。

2[ 口arke， '''The Libet E:耳聞血血2血di個血司pli，目包ons forc阻前1個.w咀弋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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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因為一些重復利具特的實驗者發現，並非所有的被測

試者在做出決定之前都會出現腔。並且有些實驗是觀察到

被測試者出現腔，但卻沒有下一步行動。三、許多哲學研

究者並不認為，利貝特的實驗設計對上了自由意志的問

題，充其量可以稱之是對上意識的問題。因此，克拉克在

英文章的篇名使用「意識的意志」而不是「自由意志」。且

自由意志是決定論或是非決定論，這個議題在哲學史

上長久被熱烈討論。近代的哲學者，如克拉克斯宣稱，大

部分都接受自由意志的行使是由許多之前的原因斯影響，

並不存在純粹、全然的主體自由意志。但是，即使自由意

志受許多因蒙所影響， r人的生存擁有主體性的自由意志」

這仍是許多哲學者對人觀所持的論點。在腦科學研究的觀

點下，則決定論與非決定論是另一種定義。腦科學的決定

論主要指人的意裁、心智完全是由腦神經系統的運作產

生，持此觀點的哲學者通常被稱為是物質主義或自然主

義。以下將論述物質主義的幾種看法。

閩、物質主義對意誠/心智與腦神經系統的關係之觀點

近一世紀對意誠/心智與腦的關係持自然主義或稱物

質主義觀點者，可概述為下面幾個主要理論﹒

(一)神經生物學簡化論，或稱消滅物質主義 (der

eliminative Materialismus) 。該論說研持的觀點是: r身體

的現象，根據其本質，無非是燃燒的神經細胞。 J 23丘奇蘭

德 (Pa叫 Churchland) 即是此論最主要的代表。人類的行為

完全是由大腦神經元的活動來決定。 x 先生此時的行為可

以用如: rX 先生的大腦在 T 時刻其細胞核 Y 的神經元

22 同上，頁2-4.

23. 蠱G扭扭曲Ro1h， D間 Gehim und seine 隅，兩ïchkeit: Kogni的Ie Neurobiologje und ih阿
philosoph阻晶四Knru，呵咽~，回σ圓圓血amMa坦 S曲曲缸中1， 1996)， p.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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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到 N，2 J 的程式表達。 24

(二)浮現理論物質主義 (der e:血ergenz曲曲，retische

Materialismus) 。此學說認為，心智現象全然是出於神經元

活動之系統特性，亦即心智是由神經元「無法預測」的活

動過程產生。2s塞爾 (John Roger Se缸le) 即採取此立場。

如同一張桌子，它的最上層是桌子的形狀，而它的最底層

是許多分于和粒子。在認知的系統中，腦細胞、神經元等

微觀基礎經過原因、作用等相互關係，層層往上運作，最

後浮現在表面的就是我們所謂的意識，而這卻是這個認知

系統的活動特性。意誠產生的原因是從底層的微觀基礎而

來， 26但是依據浮現理論的觀點，在上層的意識有可能影響

下層的運作。

(三)機械行為說/隨附主義(叩iphenomenalism)

此論與浮現理論常被並援。」比論研持的觀點是:心智的現

象是由腦、神經、身體器官昕引起，但其所產生的心智/

意識的現象不會反過來影響腦的活動。早在十九世紀都胥

黎(ThomasH阻ley) 就提出， I心靈」像是蒸汽機研發出

來的蒸氣，我們看到煙自飄出來的蒸氣之現象，它是由蒸

汽機的運作產生，但是它並不會反過來影響蒸汽機的運

作。或是像旅人的影子，是由旅人的身體所投下，但是影

子木會影響旅人的腳步或方向。新以此論認為，若要尋求

對大腦認知活動的解釋，就不應該從人的體驗 (Erlehnis)

來分析，而是應以相反方向進行。 27

24 同上，頁 290 • 

25 蠱間上，頁 291-2!阻。男壘K. E. Wbite ~吐). TheE甜可珊的ifthe Mìnd (Milan: Fon曲zione
Carlo 臨包，扭曲)書中8位自然科學研究者持此看浩﹒

站 John S間扭~ Geist, Hirn u甜 W"ISSenscJ呵成血 Reith let.油，四 1984 (1回國 H. P. Gavagai; 

Fnmk:furt am Main: S咱，km亭， 1984)， p. 20 

27 壘William. R曲扭曲圈， "E煙草h間m耳聞alism" (3 Feb 2015 四bstantive re討sion)，且必回ifonJ
E間u:lopedia fOT Phi帥。>phy (http://p尬甸岫nfonI.edu扭曲悔過/叩崢henomenalis:叫，國闡盼d

20Aug20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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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質主義的觀點全然否定人的主體性以及自由意志，

視之為腦神經系統機械運作之結果。這些物質主義的哲學

觀被哲學界的許多學者質疑與反駁，反駁的論述中， I第

一人稱的觀點」相當具說服力，也被許多學者所採用。

五、第一人穗經驗的自由意志對物質主義的反駁

三十世紀最重要的哲學家之一戴維森在與腦科學的研

究對話時，提出「自我」是「不可再簡化」的概念，是生

活在社會中的個人其經驗主體、與其他心智交流以及經驗

客體的基本單位。 28戴維森認為，面對同一件事情、同一個

狀況，不同的人在其心智中可能有不同的反應，從而產生

不同的思想內容。亦即不同的人面對相同的對象所產生的

命題態度 (propositional attitude) 2.不一定相同，擺在心智

之前的物件並不決定思想的內容。因此藉由科學實驗以及

對他人行為的觀察30無法決定人的心智之實在性。亦即戴維

森反對自然科學以第三人稱的觀點來取代或決定第一人稱

的觀點，或視兩者等同。命題態度是指一個人與他的感覺

(se田ation) 相闋的思想內容，例如與一個人的信念、渴望、

害怕、高興、驚奇、以何為傲、傾向等等相關聯的想法。但

28 見Donald Davi曲血，呵belrr曲回hility of 也e con。可t of the Self", in Subjective, 
1.甜甜bje由也 Objer.輝ve (Oxfi自d 口m四d曲， 2001)，閉目-自

29. r如果句于的盡義壘命題(p'可0.. 姐回，1 '而命題壘各種態度如信念、盡向、斟丑渴望

等的事曲 (obj叫切1 '則昕攏過的闖世童養， æ，館對昕有命題態度持轟耳﹒ J (D咽M

D副""泊，叮beM叭hof也e Subjective'弋 inSubjec的研h阻四'ÙJjec前題， 0卸a伯格也 p.45.)

扭轉個科學上對.~.λjIJI何解贖他λ心智(回國.....t姐U 的研究，自從一九人0年以來有

三個主要的權路一、理論理論(也間yth回，，!，甘) 主張人壘基扭心智上既具有的民

挨心理的恤，]k. psy也.ologi國11 或稱目帝的、一般的理輸常識來解體他λ心智﹒二、理

性理論(，..世onalityth間yl 主張λ是藉由理性的原則來解讀他λ的必智﹒三、模攝理
論 (sim血越且也間yl 巨對理論理論的觀點，主張人是藉由想車﹒心理上的櫃裝﹒置

身虛地進入對芳的情撞車解讀他λ的心智﹒相闋的解說鼻Km血Slmn岫&刮泊且Goldm咽，

“Shm曲.tion Themy" 。即J晶a 恤且曲中hy.rutg<祖吋o/oold且祖I SimubJ組閻明01beozy.pdf;

臨e，路吋 20Aug2016.) • 
31. r r命題盟置』的商會暈是提羅章(Bern祖d Ru>開III 而來，衛生自誼樣的事實，我們能

夠且想一個盤宜的內容量晶該態度昕朝向的命題。」引自由曲血Oppy， '世恥祖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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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維森認為﹒「所有的命題的態度展示第一人稱權威 (first

person扭曲ority) ，但有不同的程度以及種類。 J 32 

藻恩則提出，哲學思考的觀點所論的自由意志是指:

自己能做決定。具有位格能力的自我有其個別的喜好，但

是在面對各種情況之時，可以因當下的考量，而做出與他

原來喜好的選項不同之決定。也因此，具有自由意志即是

表達，人必須為自己所做的決定負責任。雖然腦科學研究

的結果顯示，腦的運作與人的心智之運作有相當宜接的關

係，但人仍是經歷到他可以自由、自主地決定還項，並不

是身不由己地被迫選擇。因此，在腦科學的知識背景之下

論自由意志，兩者並不相怯觸，是可以相容的。 33

這些是哲學的回應，如果神學也可以接受此相容的觀

點，則找到一個適當的模式，解釋腦與意識主體、自由意

志之間的關係就相當重要。筆者認為波拉尼 (Michael

Polanyi) 的浮現 (ern叮直曲曲)理論是值得參考應用的典範。

六、被拉尼的浮現理論與自由意志的觀點

波拉尼也應用浮現理論在人論以及認知科學的研究，

但他的觀點異於塞爾。波拉尼強調，雖然下層的微觀粒子

定規了上層表達的條件，但是它們並不能定義上層的表

頓。 34微觀的下層與表現的上層之間的關係雖然是連續的，

但無法直接地互相解釋，就如化學家可以觀察水晶的分子

形狀而判斷水晶的分子結構，但是分子結構在實際上究竟

A晶晶甜"， Routl甜ge Enc抖甸回ia of phil曲phy (h旬s:/Iwww:rep，1翩翩站食品祖插圖M

F哩咽岫血岫w尉.ac闖關d 坦A曙 2016扎

32. D回a1dI>Md>on， ''F田'PenonAuth血ty"， in Subjet:.單間 [n1B詞mjec咄織 0年酷的旬~p.4

33. Michael PI1路且， Was ist der Mensch?: Die Ej甜cheidw曙 der Natur 血s 曲曲的開h曲曲

D"血也 Verl.ags-A圓圓丸 20肘)， pp.I64-173

3扭4 趾M虹d旭闡el Po曲h旭nyi， Pera.甜o間愣闖.1 Kn即o

Ro凹u咀吋1ge， l凹973耳)， p呻p.38缸'-3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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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何，仍然模糊。被拉尼舉例，就好像莎士比亞的十四

行詩，不能被往後簡化到進化論者朋認為的起初宇宙形成

之時的分子狀態，從而詮釋該詩文。 35波拉尼指出，人的腦

/身體如同瞎子手中之杖，作為主體性的瞎子藉看杖向外

界探望信，而可以感受、認知世界，但是這根杖要往哪個方

向探觸，卻在於瞎子的決定。不同於塞爾的物質主義，波

拉尼的認知科學浮現理論肯定了人的靈/主體性之存在，

主體性的自由意志是為上層，引導者下層的浮現之方向。 36

波拉尼也另舉一個明易的比喻說明浮現理論在認知上

的應用。在下棋之時，玩棋的規則是作為下屑，規定著整

局棋的進行，但是嬴棋或輸棋卻在於作為上層的玩棋者，

在面對每個狀況時所出的招數。棋局雖是被玩棋的規則所

定規，但結呆並非由規則所決定。化學、物理原理以及進

化論的原理都屬於下層規則，雖然它們規範著浮現的過

程，但卻不能直接解釋浮現的表象。 37重要的是，浮現的過

程是人無法掌握的，因此也無法測定。奧塞爾的浮現理論

和隨附理論不同的是，永遠是上層引導下層的浮現。在認

知的過程則是當下意識中所注意的，引導下層腦神經系統

以及過去的記億、經驗、知融等等產生效應，其效應的過

程以及路徑無法予以定規與預測。 38波拉尼因此論道: I我

們所知道的，比我們知道要說出的還要更多。 J 39這也是波

拉尼「默會知識J (implizi阻s Wissen，個.cit knowledge) 理

論的基礎。

35 同上，頁 393-397 0

36. Mi曲曲:1 Pola呵i， Implizi;個 W'"ISS.間{回國Ii B時hmann; Fran國lrtamM血 Suhrlæ呵，

198月， pp.22-23

37 同上，耳 37 • 
妞，此曹』甜可以藉自二十世記京昕曹展出的混甜理論 (chaos tb開甘情當解釋-

39. Polany宜 ， Implizites W'lSsen, p.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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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此，被拉尼反對達爾文物競天擇的進化理論。波拉

尼論述，進化是上帝的創造力量引導宇宙向者更高的生活

形式進行而有進化的表顧。上帝的存在 (Se妞， Beingl 是整

個宇宙進行浮現的最上層以及基底，是人的認知與信仰的

共同基礎。且時以被拉尼認為，不論是認知的活動或者是信

仰，都是基於相信。波拉尼傾向認同蒂利希 (Paul Tillichl 

所宣稱，上帝是存在自身，並不是人可以研究、觀察的物

件。因此，並非證明了他的存在之後才可以相信，而是必

須在相信他、愛他之時，人才能知道他的存在。而這也像

是對電于的觀察，它並非位於某一個定點，而是在科學家

找到它之時，它就是在那襄。岫

由波拉尼的浮現理論可以視自由意志為對當下意識的

專注之主導，或是如奧古斯丁在《論三一:> (De trinitate l 
所論及的人的認知結構﹒記憶理解意志/愛三者合一

(XV.21.41) ，其中研論的意志之功用。

七、從波拉尼的浮現理論看路德「論意志的細綁」

人是甚麼?在腦科學暨認知科學蓬勃興起之後，這個

問題備受關注。布倫納 (Emil Brunn叮)在二十世紀上半葉

即提出﹒ 「之前，人被他的環境，他生存的住處的問題弄

得不確定;現在則是不確定性摟住了他自己，這個世界充

滿著謎還不夠，解謎者自己也成了謎。 J 41布倫納提出，人

作為主體，他的靈魂不只在進行著d思想、探究，而且有其

意廟、感覺，能做價值判斷，能愛能恨，然而靈魂對人來

40 蠱Aruh回. Lo.曲，“Gl曲目血Grun曲1ge: Mi曲ael Polanyis Ber曲mgauf也，e Bedeutung 

d圍 Glaubens in der Wiss圓圓曲曲 und die R.e;戳，組血阻"'"且且曲。iphie im. G個p福.ch v咀

油開110gie und Naturwi間間schaft"， in E 社 J血g (ed.), JetI3eits der Sprache, 

In甜甜摺砂偏僻B既訊逼ge ZUl' Wìasens幼eoriePo.均可耐仰岫個:M扭曲.2014)， pp. 111-116. 
41. E祖1 Brunner， D也rMensCh師前d"叩'1'UCh (Züri曲四，eologisch血 Verlag， 198旬'， 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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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I只要人是靈魂，我們就不能指出靈魂的位置，因為

靈魂自身就是帶位者。所以，相較於其他難測的事物，人

是在另一種原則之中，因為他自己就是探究者，是難測之

事物的發現者。如果探究是一個克服的過程，則靈魂因而

是不能探究的，因為它正是那進行者克服的。 J 42 

面對身體與靈魂的問題，布倫納依其更正教的神學背

景，非從自由意志來看人是甚麼，而是從人的存在是充滿

矛盾、不協調的本質(包swid間pruchvolle Wesen) 來論人。

布倫納生動地形容，人並非以自己為安居之所，他是帶著

自己，但總是不滿意於自己，而期待成為超越自己的那更

理想的自己。因此，人也常為目前的自己感到羞愧，如同

赤裸，而想望著穿上那超越的自己。因此他的存在是不協

調的、是矛盾的。布倫納以此定義《新約聖經》所論的「肉

體」與「靈魂J '肉體是人目前的存在，靈魂是那他既應

該要成為、或者想要成為的那超越的存在。人的本質因此

是「帶看他的矛盾，既知道這個矛盾，也受苦於這個矛盾，

而自己也因這個矛盾而自我矛盾，並且枉然地尋求要獲取

這個矛盾。 J 43 

我們若從路德的觀點也可以看到，路德論及肉體與靈

的生命之時，並非指身體與靈魂三分的觀點，而是在於信

與不信的區別，在於擋車萬里面的人與外面的人。 44路德與伊

拉斯誤 (Desideri田 Erasmus) 的自由意志之爭，與上述哲

學上的自然主義或謂簡化物質主通與反對者的自由意志之

42 同上，頁 24-25 ~ 

43 同上，頁 26'

44. Ulrich H. J. K做個缸，“Vomun企d血Wi11血EinBei個g血mG圓"直曲 zw詛曲目田間logie，

Philo"'l也ie undl面""'"冒曲ungüber曲s Leib-S圍10-1'<曲.Iom血A間也I曲血M"包nb曲缸，.

區 Friedri曲 Henna血i & Thomas Bu曲加區 (e<b.), L岫 Leih-S.甜le-Problem:

""'"吻阱，四doe.間 medizinisch-na似rwissenachaftlicherphil.凹'ophischer U1Id 的甜logischer

Sidú (Mñnch阻 Wi1he旭F旭k扭曲.)，再甜4-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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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論點不同。論及人的意志的個綁路德所堅持的是，人若

沒有上帝主動的恩典，沒有聖靈的感動，沒有基督的救恩，

人無法憑著自己的意志而決定要與造他的主相聯合，道行

上帝的旨意。路德在〈基督徒的自由> (Von der Freiheit eines 

C出st阻nenschen) 開頭的名言: I基督徒是全然自由的眾

人之主，不受任何人管轄。基督徒是全然順服的原人之僕，

受任何人管轄。 J 45這是路德所論的意志的真正自由，不為

外物所役，不為任何價值觀所左右，內心單單願意選擇順

服上帝在此時此刻要他傲的。或為眾人之主，不受限於當

下，或為眾人之僕，甘心從心里認真實行。然而，這樣的

自由只有在一個人先順服於上帝，先有基督的放風醫治他

的靈魂之後，才會有此真正的自由。而如上所述，雖然路

德的時代基本上是肉體一靈魂二元論的觀點，但那並非路

德所要探討的旨趣。路德的論述若從羅馬公教的亞里士多

德多默主義的一元論，或從一些哲學家所持的兩面向一

元論來理解，是可以相容的，因為路德所指的屬靈生命是

相信基督救恩的生命，是全人的表現，而不是指人身上某

一部分的運作。

人需要基督的救恩才能得到真正的意志的自由，甘心

樂意順服造他的主，這樣的觀點在今日腦神經科學的挑戰

之下，是不是可以有如上所述之相容模式，筆者認為，波

拉尼的浮現理論與默會知識的觀點，合適作為基督教人觀

與腦科學對話之基礎。近代在腦科學研究的挑戰之下，許

多認知科學的研究者使用默會知識理論作為研究基礎，但

是很少宜接提到被拉尼的名字。咽不容忽視，波拉尼的論述

45 時德屆丁薯，曹矗譽/酒糟囂， (第六篇基督聾的自由) ，載〈路德遍矗上冊) (香

港基督教文聾， 1996) ，耳 352.

46. 且 Ev>由扭扭 Jung，咱可.lizites Wiss個 in den Kognitionswiss個.chaft咽。_Renai關曲曲

d國 Pol扭扭'schenW:扭曲目，begri:ffs? 弋姐 Jm單(國 )， Jensd酋曲v司p=站， pp.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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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值得願意進行跨學科研究的神學學者多加關注。從波

拉尼的浮現理論以及默會知識理論反d思當今的基督教人

觀，可以有這樣的立場一方面，神學研究者接受腦科學

研究所提供的知識，人的心智、意識、自由意志的活動無

法與腦神經系統的運作分閉，另一方面也堅持，大腦並非

等於心智，意識作為浮現的最上層並不是單單從下而上、

隨附而有。意識的產生既是從腦神經細胞的運作向上浮

現，然而人的意識作為認知的主體，是最上層，影響、引

導者腦神經運作的效應。

然而，這個浮現過程對於作為觀察者的第三者是謎，

是神秘的，無法以量度方式予以定規。對此，相當有力的

支持是海森堡的不確定性原理、量子力學、混泊理論等物

理知識，正如利貝特在他的實驗報告論文中也提到的。這

些理論應做為腦科學研究者的參考，保留人無法真正確定

腦與意識的關係之研究態度。這樣的看法在近年物理學發

表暗物質、晴能量和與其相闋的理論之後，是更為清楚。

腦科學研究者因而須預設解釋研究結果的界線。

回到神學方面的考量，基督信仰所論的基督救恩涉及

人的罪性。在波拉尼的浮現理論中，如果讓聖靈成為引導

人的意識活動之最上屑，或者說，因人的意識中的自由意

志廠意讓上帝成為引導他的最上屑，則腦的浮現運作就會

產生超越原本的結果。在一個人還未信靠基督之前，他與

上帝沒有溝通，他的主體意議作為浮現的最上屑，總是依

自己的感官判斷、價值觀為方向，影響下層的腦的運作，

帶來《新約》新論的傾向世界的罪。而在基督的救恩里，

人的主體與上帝有了聯絮，即有了超越的實在性

(甘祖sc血dent 血ality) 之向度，可以不受周遁的影響，自

由作出上帝研喜悅的決定。但是，這並不是指在基督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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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成為了「類機糖J '單單受上帝昕決定。在此浮現理論

之典範中，主體意識仍要決定在基督里時刻朝向上帝，願

意讓上帝成為他的意識的最上屑。用路德的話來說，基督

徒在其一生中，仍要不斷經歷心志上的事戰(Antì目h恥ng) , 

時刻抉擇信靠主。從此觀點得知，路德亦非全然否定，人

在信靠主之時自由意志的運用。

西方論自由意志的問題與神學之間有相當的淵源，萊

布尼表 (Got的ied Wilhelm von Leibniz) 的《神義論》

(Théodicée) 即是為人有自由意志、且神有全然主權是相

容的辯護。軒在當今各種學術研究的街擊之下，萊布尼亞定的

自然神學的論述方式，更顯為重要。

人、錯話

與物質主蠢的腦神經科學者對話是一個護教的工作，

其方法論必須以了解其他學科的語育，在文本互涉的方式

下進行。研究者可以採取「基督與文化不相干」的態度，

對此議題避而不理。但是，很快的，有可能自然主義的機

械人觀，或是沒有自我，只有自我幻覺的腦功能之看法，

成為學術界的主流，而直接打擊基督教神學。研究者也可

以採取強烈反對到底的立場，但是，對立于會比較佔優勢之

處在於有科學實驗數據，以及大量研究資金的補助，足以

鋪天蓋地。筆者在開始撰寫此篇論文當天，正好讀到《舊

約〉中大衛戰哥利亞的記述，感受十分深刻。回應此議題

比較恰當的方式是從神學向度進行與其他學科的整合研

究。性質雖是護教，但研究之首先需要了解物質主義新論

述的內容以及方法，因而是涉及許多專業知識，需要有實

47 見東布且罩著，朱)雁冰蟬， {神義論> (香喝道風書社，扭。3) , (上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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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從事相關研究的學者由其專業論述、解釋，彼此對話。

因而也催促神學研究進入典型的跨學科研究模式。

漢語神、哲學界不同於西方之長久以來對心智/靈

(Geist) 的研究有其傳統。以神學來說，早期基督教會的

教父們以及中世紀經院神學大多對希臘哲學採取整合之相

容態度，早已形成心智/靈與上帝作為存在 (Sein， being) 

的基始不可分之觀點。因此，在西方的背景，神學與哲學

面對腦神經科學的挑戰較能攜手回應。而在漢語學界，若

神學與持非物質主義的哲學要合作，共同面對自然主義的

人觀之挑戰，則需要思考，雙方可立於何種作為共同基礎

的人觀。期待有更多神學研究者可以參與此議題的討論，

並期待基督教神學因此議題的研討，對漢語人文社會學界

有嶄新的貢獻。

關鍵詢:腦研究靈/心智物質主義自由意志神學

作者電部地址: c趾is血elee24@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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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 間cent ye缸S， brain science and rel臨d c。但1世ve

SCl個ce research are discussed actively in Europe and 也e

United States.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間'ports present a v虹iety

of data and correlative phenomena. How 抽血，terpret 也em

血volv間組個世re anthropology. In the West個1 world, the 

response 扭曲e mechanical 扭曲。'pology of 也e radical brain 

SClence 訂e most1y 企om phi1osophy. Comparative by 

也eo1ogica1 aspects are few. Some response沼 from theo1ogy 

缸cept 也eview 由at evo1ution 祖d 間1a:悟dc。但itive science 

are compatib1e wi血 Christi祖ity and its doctrines of 叮'eation

Some suggests 由at in face of the revo1utiona:ry definition of 

hu血a:nkind by brain science, Christia且 theo1ogy shouId rethink 

也.e spiritual/m目tal (Geist) issue，姐回der 個 respond to brain 

science appropria:扭ly.τbis si個ation has promp祖dC趾is世祖

the心10gy to face 也e need for interdiscip1ina:ry res開rch. This 

artic1e makes an interdiscip1ina:ry discussion 企om theo1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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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n'祖.tion. It responds to 也e mechanical an吐lIopology of 

materialism 企om 也e view of 企ee will, and reviews M缸tin

Luther' s argument on 也e boundage of will. Then it discusses, 

under the viewpoint that th間logy and brain science 前e

compatible, how Lu也缸's argu血ent could be interpreted 

Keywords: Brain Sci阻ce; Geist; Ma臨rialism; Free Will; 

The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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