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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與詩思的交談：匯流的意識、思想與情感」
哲學圓桌論壇
撰文／官科宏（倫敦政經學院哲學系博士生）

　　本次「生之動：心智與詩思的交談」系列講座的哲學圓桌論壇邀請中央研究院歐

美研究所鄧育仁所長主講，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陳思廷所長主持，並由歐美研究所洪

子偉副研究員、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學者甘偵蓉博士以及倫敦政經學

院哲學系博士生官科宏擔任與談人。在此次論壇中，鄧所長從多年來在公民哲學領域

的研究出發，以心智多樣性的概念作為核心，對形上學、腦神經科學、心智哲學和社

會哲學中的許多重要論題提出了深具洞見的觀察與反思。

意識在何處產生？

　　對談以主持人提出的一個基本問題開始：意識在哪裡出現？這個問題在腦神經科

學的研究中一直佔據重要的地位，科學家們透過各種研究，企圖找到意識生成的位

置。公民哲學中的心智多樣性概念能如何讓我們對此一問題提供更完整的答案？換句

話說，假使我們接受了心智多樣性的概念，我們如何回答意識的生成問題？在回答此

一問題之前，主講人先對相關的背景知識進行了初步的釐清：科學界對意識生成的問

題還沒有明確的答案，但一般會將意識當作腦部活動的衍生物。這樣的主張得到許多

實際的觀察結果佐證。舉例來說，當一個人的腦部受到損傷，他的意識活動就很可能

受到影響。基於這樣的發現，心理學家和腦神經科學家傾向於假設意識產生在人類的

腦部，進而在這樣假設之上開展其研究。如果我們從公民哲學的角度出發，我們能對

意識提出一個更抽象而普遍的說明：意識應當被當作一種生命現象，伴隨著生命的活

動出現。因此，它不該只被單純地當作腦部活動的衍生物，而也應該涵蓋荷爾蒙的分

泌及作用，個體所處的生態系等其它外部條件。我們所有的主觀經驗－包括疼痛、視

覺、以及對其它事物的具體經驗－都是這類生命活動的產物。在形塑意識這個概念的

時候，大腦和神經系統固然是一個重要的器官。但在大腦以外，生命活動發生的場域

和具體情境也應該納入考量。因此，我們應該擴張意識的定義，將身體與外在世界的

互動關係也都當成是意識的構成要素，才能夠對此一概念有更全盤的掌握。

人是否具有自由意志？

　　接續關於意識的討論，對談的焦點轉移到了在公民哲學框架下對自由意志的說

明。主持人提問道：某些認知科學家的研究顯示人類具有主動了解，進而解讀外在世

界，預測將來的能力。這樣的主動性是否能夠佐證自由意志的存在？在公民哲學中也

有關於自由意志的討論，是否可能和認知科學理論中人類所具有的主體性相互闡發？

主講人在此抱持一個較為保守的立場：從認識世界的主動性到自由意志的存在兩個命

題之間仍然存在著許多解釋上的空缺。過往關於自由意志的討論面對一個兩難：當個

體做出一個選擇的時候，這個選擇是被當下所有的條件所決定的，因而不能被視作是

自由意志的產物；假使這個選擇並不是被特定條件決定，而是隨機出現的，那這樣的

選擇也並非出於個體的自由意志。因此，不管事件是否由過往條件決定，都不能作為

自由意志存在的證明。面對此一難題，哲學家所提出的理論都僅僅是轉化問題，將關

於自由意志的問題用更加複雜的概念解決，而未能觸及關於此概念的核心問題。有鑑

於過往理論的侷限，主講人提出一種連動的觀點：我們是否有選擇的自由，取決於我

們所身處的因果系統。人類在採取特定行為的時候，必須要考慮到其所在的因果網

絡。我們因此應當思考：是怎麼樣的條件聚合，使得一個個體處在面臨選擇的境地？

在釐清此一問題以後，我們才能夠進一步追問：在這樣的背景條件和因果網絡之下，

個體究竟有多大的選擇空間？換句話說，個體做出選擇的空間取決於我們接受的因果

性概念；在討論自由意志的時候，不應該將個體的選擇當作外於因果鏈的事件，而應

該將其視為因果鏈的一部分，進而討論個人在其中做出選擇的空間，自由意志在這樣

的框架底下也才有存在的可能。藉著將自由意志與因果關係的概念連動，建立一個新

的框架，我們能夠跳脫過往的窠臼，重新設定關於自由意志的問題，進而更加切實地

掌握此一概念。

「自然演化」？「後天教養」？

　　在結束關於自由意志的討論以後，主持人轉向另一個問題：人類的認知系統發展

到今日的高度，究竟是自然演化的結果，還是受到社會形塑的？人類的認知系統相對

於其它物種，顯然是最完整的，我們憑藉著這樣複雜的認知系統，建立起了現今的人

類文明。一個觀點指出：其它物種也可能發展出文化，只是他們的認知系統還沒有演

化到人類的水準。換句話說，人類和其它物種並沒有本質上的區別，只是在演化上早

於其它物種，進而發展出了文化。換作是不同的物種，只要有了足夠的時間，牠們也

能夠自然演化出相同的認知結構，建立自己的文化。抱持相對觀點的人則主張：人的

認知系統受到社會後天教養的形塑，不是依循自然法則演化而成的。因此，動物的認

知系統不能演化到與人類的認知系統相類似。如果我們要討論心智多樣性的概念，勢

必要處理演化歷程的多樣性問題。因此，我們也就必須釐清生物演化是否有不同的可

能性。講者在此仍然先對問題進行釐清：先天後天並不是一個恰當的區分。現代的人

類仍然處在演化的過程之中，並不是有什麼外力去操縱這樣的演化進程。換句話說，

問題中所提到的形塑人類認知系統的外部要素事實上並不在演化歷程之外，而應該被

當成這個歷程的一部分來看待。因此，縱使人類和動物的演化進程確有不同，也不應

理解成是受到外部因素的形塑。我們可以將問題重新聚焦在人類的演化和其它生物的

相異之處。我們從單一的細胞長成動物，再發展出文化，成為了現今的人類。在這個

歷程中，文化是至關重要的一個因素。它影響了人類的演化歷程，使人類有了不同的

價值體系和道德觀點。這樣的多元價值與生物上的多樣性、生存環境的多樣性等各種

概念統合以後，能夠讓我們推演出現代的心智多樣性概念，形成了當代社會的多元風

貌。我們甚至可以說當代的科學理論也深受這樣的心智多樣性影響，而應該被視作多

樣性的產物。這樣的理解讓我們能夠更明確地勾勒出關於演化進程的完整圖像。在這

樣的背景脈絡之下，比較人類與動物演化歷程的差異才有意義。

如何建立價值一體或社會共識？對腦神經科學的啟發？

　　主持人的最後一個問題討論到公民哲學的具體應用：在這個心智多樣的社會中，

成員們能夠如何建立共同的價值體系，尋求成員之間的共識？而這個建立共識的方

式，是不是能夠對科學研究、特別是腦神經科學有一些啟發？換句話說，我們能不能

將公民哲學中討論的人類社群類比腦神經網絡，進而以人類社群中消弭歧見的方式指

引腦科學研究？講者在具體討論共識凝聚的方式以前，先進行了單位的界定：微觀的

社會網絡包括一個個體的腦細胞以及神經網絡，而宏觀的網絡則包含許多人類個體，

比如臺灣社會。無論微觀巨觀，這些網絡通常都處在一個不斷變化的狀態，既有的結

構會持續地面對衝突、甚至瀕臨崩解，再從這樣衝突的狀態漸漸地趨於穩定平衡。宏

觀和微觀兩類不同的網絡在運作上或許有可以互相類比的地方．不過兩者之間的連結

仍然不是非常明確。由於兩類網絡之間的連結未被完整建立，它們分別具有的性質也

不見得能夠指出另一者所具有的性質。因此，關於人際網絡的研究成果不見得能夠全

盤套用到腦神經科學的研究。這兩者之間存在的關聯性必須要在特定的觀點之下討論

才能產生意義。雖然如此，我們仍然能夠深入地討論共識建立的過程。當我們面對相

互衝突的價值觀點時，我們可以援引德沃金的理論，在這些衝突中努力地追本溯源，

找到對立各方共通的價值基礎。這樣的基礎能夠讓我們在各種衝突中連結對立各方所

捍衛的價值，進而逐步建立能夠相互融通的價值觀點。我們應當擷取不同價值觀點的

根本關懷，將其與自身所遵循的價值觀點連結，從而建立能包容相異觀點的價值體

系。這樣凝聚共識的過程仰賴民主政體的良好運作。如果爭論的不同群體能夠反思不

同的價值觀點，細緻地體察其動機，這個社會就可能建立起一個共享的價值觀點，進

而以其為依循，消解或至少減輕社會中不同價值觀的衝突。

與談人分享與討論

　　在主持人提出四個問題，勾勒出公民哲學的大致輪廓以後，三位與談人也從不同

角度切入，圍繞著心智多樣性的問題進行延伸討論。洪研究員先簡單地回顧了近年的

相關研究，佐證意識可能不必以腦細胞作為載體。一個具體的例子是植物的生命歷

程。一般而言，我們不認為植物具有意識。晚近的研究卻指出：如果我們將時間軸拉

長，以巨觀的角度審視植物數百年的生命歷程，那麼植物也可能具備某種程度的意

識。這樣的發現讓我們在相關領域的研究上有了更大的反思空間。如果我們接受植物

也能擁有某種程度的意識，我們就會連帶認為意識可以不依附大腦活動產生。在晚近

關於人工智能的研究正是指出了這一點：智能不一定只能被大腦及其活動所體現，而

也可能以其它物質作為載體。這樣的想法帶出了一個更深層的問題：沒有大腦的物體

是否仍然能夠具備理性？在過往的研究中，我們知道單細胞生物也可能展現某種程度

的理性能力，因此，擁有大腦似乎不是具備理性的必要條件。以此做為起點，我們能

夠重新反思理性此一概念，釐清其必要條件。另一個相關的問題是：當意識的載體可

以是植物、甚至是不被當成生物的機械，我們是否就有了新的理由支持心智哲學中的

泛靈論，進而接受一種新的世界觀？這些提問都值得我們進一步探究。

　　甘博士的提問則主要著眼於公民哲學的政治面向，企圖釐清公民哲學此一計畫是

否在規範性的根源上補足了羅爾斯理論體系的不足之處。對此，主講人重新陳述了他

的基本立場：在這個心智多樣的年代，審視他人理論的重要性並不在於駁斥或質疑，

而是要找到理論的優點，提取其核心要旨，轉化融入自己對世界的理解中。因此，公

民哲學這樣的研究計畫並不以駁斥羅爾斯的政治哲學為主要目的，但確實對既有的理

論做出了一定程度的修正。羅爾斯面對著二戰以後的美國與世界局勢，企圖從自由平

等的公民地位提出對世界的理解，並努力地找尋改善世界、使得不同群體能夠互惠合

作的方式。當時他所身處的美國社會已經爆發了各樣的深度歧見，面對這樣的景況，

他主張將深度歧見的問題轉化成為權衡問題，並在未能獲致共識的時候，以共同接受

的程序做出公共決策。然而，羅爾斯並沒有真的面對深度歧見帶來的價值衝突，深度

歧見所帶來問題無法被轉移成權衡問題，因此難以消弭。我們應該做的不單只是依循

羅爾斯的作法，將某些深度歧見轉移成權衡問題，而更應該尋找主導自己所處社會的

核心價值，並以此價值為根本，盡最大的可能去緩解衝突。以臺灣來說，社會仍然以

傳承自東亞文化的儒學傳統為價值基礎，我們可以奠基於這樣的古典價值體系，追溯

臺灣社會的價值演化的過程，再重新思考我們必須要容納的不同價值觀點，進而形塑

當代的價值體系。這個過程可能非常艱難，甚至無法完成。我們能做的便是盡可能地

推動這樣的進程，致力於緩解衝突，讓價值立場迥異的不同群體能夠共存。

　　博士生官科宏對於心智多樣性的概念本身進行了反思，而特別著重在此一概念與

生物多樣性的比較：生物多樣性能夠保障演化的多元性，從而有益於族群的存續，心

智多樣性是不是具有相同的價值？如果不是的話，心智多樣性的價值又在哪裡？主講

人對此提出的解釋是：以生物多樣性類比心智多樣性是為了要展顯心智多樣性所包含

的文化面向。在討論生物群體的演化具有多樣性的時候，我們應該要將生物的棲地一

併納入考慮，當成影響物種演化過程的一個關鍵要素；相同的，在討論人類如何演化

出多樣的價值觀點的時候，我們也應該把不同族群身處的文化背景和外在條件納入考

量。文化可能生長在草原上、群山之間、或是半島海邊，相異的生存條件會使得文化

發展出不同的特徵，進而發展出不同的價值體系。以臺灣面臨的情況來說，我們需要

釐清的是東亞文化圈中各個不同的文化體如何分開發展，又如何與其它文化體接觸、

發生衝突與摩擦、進而相互影響。是在這樣的脈絡下，生物多樣性的概念才被拿來與

心智多樣性相類比。既然提到了文明之間的接觸與衝突，主講人也就順帶談到了容納

多元價值所需要付出的代價。民主社會如果要容納不同的價值觀，社會中的每個群體

就都必須要耗費溝通和理解的成本，才能夠在面對深度歧見問題時努力地了解不同的

價值觀。臺灣社會中有許多人只明白多元價值的優點，而忽略了捍衛多元價值要付出

的代價。在我們身處的多元時代中，已經很難全盤否定特定的價值觀。我們所能做的

應該是考察其它價值觀的良善動機，進而進行調和。

　　在此提到的另一個問題是：我們在尋求共識的時候，必須要找到價值觀的載體。

我們要怎麼樣確實地劃界，找到合適的群體？如果群體規模很小，是不是仍然要和這

樣的價值觀進行調解？另外，我們希望建立的是什麼樣的共識？是共同接受特定的程

序，還是要產生統一的信念？對此，主講人重新釐清了研究計畫的目標：由於共識建

立的過程難免受到權力的影響，我們可以不必聚焦在共識建立之上。如果我們接受心

智有多樣性，衝突無法避免，我們就不必將建立共識當成公共政策的目標。重點還是

在於讓不同群體在共同接受的規範框架之下做出共同的決定。在深度歧見中，光是要

完成這一步驟就非常困難。我們只能透過程序盡可能地進行裁決，並且體認到這樣做

出的裁決並不是群體的共識。如此一來，深度歧見以及伴隨而來的價值衝突或許仍然

會存在，但我們能夠盡可能地防止衝突過度惡化，進而防止社會的崩解。哲學家在此

的工作便是釐清不同群體的價值觀，考察其源流，再致力將其重新和其它價值觀融

通。在價值群體應該具有多大規模此一問題上，主講人認為：如果我們考慮的是一個

長時間的價值調節歷程，那麼在某個當下，價值載體過小就不會是問題。社會應該包

容這樣的小型群體，給予適當的發展空間。如果經過長期的演化以後，這樣小規模的

價值群體逐漸發展茁壯，那就表示其價值觀點被許多人給接受，其它群體中的成員因

此必須要與這個新興群體進行衝突的調解。

　　鄧所長的公民哲學研究計畫從當代社會心智多樣性的概念出發，一方面向後追

溯，爬梳當代社會價值多元的歷史成因；另一方面從此一概念出發，討論社會中面對

深度歧見的個人應該如何盡可能消弭歧見，進而緩解衝突，維繫社會整體穩定。與談

人也分別從自身所學出發，反思哲學的其它子領域能夠以何種方式與公民哲學互動。

公民哲學從而為當代哲學研究提供了一個宏觀的想像，提出當代哲學研究的一個可能

方向，讓不同領域的哲學工作者們能夠在此框架之下定位自己工作的目標，而能更仔

細地釐清己身研究計畫的意義。

右起陳思廷所長、鄧育仁所長、洪子偉副研究員、博士生官科宏、甘偵蓉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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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生之動：心智與詩思的交談」系列講座的哲學圓桌論壇邀請中央研究院歐

美研究所鄧育仁所長主講，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陳思廷所長主持，並由歐美研究所洪

子偉副研究員、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學者甘偵蓉博士以及倫敦政經學

院哲學系博士生官科宏擔任與談人。在此次論壇中，鄧所長從多年來在公民哲學領域

的研究出發，以心智多樣性的概念作為核心，對形上學、腦神經科學、心智哲學和社

會哲學中的許多重要論題提出了深具洞見的觀察與反思。

意識在何處產生？

　　對談以主持人提出的一個基本問題開始：意識在哪裡出現？這個問題在腦神經科

學的研究中一直佔據重要的地位，科學家們透過各種研究，企圖找到意識生成的位

置。公民哲學中的心智多樣性概念能如何讓我們對此一問題提供更完整的答案？換句

話說，假使我們接受了心智多樣性的概念，我們如何回答意識的生成問題？在回答此

一問題之前，主講人先對相關的背景知識進行了初步的釐清：科學界對意識生成的問

題還沒有明確的答案，但一般會將意識當作腦部活動的衍生物。這樣的主張得到許多

實際的觀察結果佐證。舉例來說，當一個人的腦部受到損傷，他的意識活動就很可能

受到影響。基於這樣的發現，心理學家和腦神經科學家傾向於假設意識產生在人類的

腦部，進而在這樣假設之上開展其研究。如果我們從公民哲學的角度出發，我們能對

意識提出一個更抽象而普遍的說明：意識應當被當作一種生命現象，伴隨著生命的活

動出現。因此，它不該只被單純地當作腦部活動的衍生物，而也應該涵蓋荷爾蒙的分

泌及作用，個體所處的生態系等其它外部條件。我們所有的主觀經驗－包括疼痛、視

覺、以及對其它事物的具體經驗－都是這類生命活動的產物。在形塑意識這個概念的

時候，大腦和神經系統固然是一個重要的器官。但在大腦以外，生命活動發生的場域

和具體情境也應該納入考量。因此，我們應該擴張意識的定義，將身體與外在世界的

互動關係也都當成是意識的構成要素，才能夠對此一概念有更全盤的掌握。

人是否具有自由意志？

　　接續關於意識的討論，對談的焦點轉移到了在公民哲學框架下對自由意志的說

明。主持人提問道：某些認知科學家的研究顯示人類具有主動了解，進而解讀外在世

界，預測將來的能力。這樣的主動性是否能夠佐證自由意志的存在？在公民哲學中也

有關於自由意志的討論，是否可能和認知科學理論中人類所具有的主體性相互闡發？

主講人在此抱持一個較為保守的立場：從認識世界的主動性到自由意志的存在兩個命

題之間仍然存在著許多解釋上的空缺。過往關於自由意志的討論面對一個兩難：當個

體做出一個選擇的時候，這個選擇是被當下所有的條件所決定的，因而不能被視作是

自由意志的產物；假使這個選擇並不是被特定條件決定，而是隨機出現的，那這樣的

選擇也並非出於個體的自由意志。因此，不管事件是否由過往條件決定，都不能作為

自由意志存在的證明。面對此一難題，哲學家所提出的理論都僅僅是轉化問題，將關

於自由意志的問題用更加複雜的概念解決，而未能觸及關於此概念的核心問題。有鑑

於過往理論的侷限，主講人提出一種連動的觀點：我們是否有選擇的自由，取決於我

們所身處的因果系統。人類在採取特定行為的時候，必須要考慮到其所在的因果網

絡。我們因此應當思考：是怎麼樣的條件聚合，使得一個個體處在面臨選擇的境地？

在釐清此一問題以後，我們才能夠進一步追問：在這樣的背景條件和因果網絡之下，

個體究竟有多大的選擇空間？換句話說，個體做出選擇的空間取決於我們接受的因果

性概念；在討論自由意志的時候，不應該將個體的選擇當作外於因果鏈的事件，而應

該將其視為因果鏈的一部分，進而討論個人在其中做出選擇的空間，自由意志在這樣

的框架底下也才有存在的可能。藉著將自由意志與因果關係的概念連動，建立一個新

的框架，我們能夠跳脫過往的窠臼，重新設定關於自由意志的問題，進而更加切實地

掌握此一概念。

「自然演化」？「後天教養」？

　　在結束關於自由意志的討論以後，主持人轉向另一個問題：人類的認知系統發展

到今日的高度，究竟是自然演化的結果，還是受到社會形塑的？人類的認知系統相對

於其它物種，顯然是最完整的，我們憑藉著這樣複雜的認知系統，建立起了現今的人

類文明。一個觀點指出：其它物種也可能發展出文化，只是他們的認知系統還沒有演

化到人類的水準。換句話說，人類和其它物種並沒有本質上的區別，只是在演化上早

於其它物種，進而發展出了文化。換作是不同的物種，只要有了足夠的時間，牠們也

能夠自然演化出相同的認知結構，建立自己的文化。抱持相對觀點的人則主張：人的

認知系統受到社會後天教養的形塑，不是依循自然法則演化而成的。因此，動物的認

知系統不能演化到與人類的認知系統相類似。如果我們要討論心智多樣性的概念，勢

必要處理演化歷程的多樣性問題。因此，我們也就必須釐清生物演化是否有不同的可

能性。講者在此仍然先對問題進行釐清：先天後天並不是一個恰當的區分。現代的人

類仍然處在演化的過程之中，並不是有什麼外力去操縱這樣的演化進程。換句話說，

問題中所提到的形塑人類認知系統的外部要素事實上並不在演化歷程之外，而應該被

當成這個歷程的一部分來看待。因此，縱使人類和動物的演化進程確有不同，也不應

理解成是受到外部因素的形塑。我們可以將問題重新聚焦在人類的演化和其它生物的

相異之處。我們從單一的細胞長成動物，再發展出文化，成為了現今的人類。在這個

歷程中，文化是至關重要的一個因素。它影響了人類的演化歷程，使人類有了不同的

價值體系和道德觀點。這樣的多元價值與生物上的多樣性、生存環境的多樣性等各種

概念統合以後，能夠讓我們推演出現代的心智多樣性概念，形成了當代社會的多元風

貌。我們甚至可以說當代的科學理論也深受這樣的心智多樣性影響，而應該被視作多

樣性的產物。這樣的理解讓我們能夠更明確地勾勒出關於演化進程的完整圖像。在這

樣的背景脈絡之下，比較人類與動物演化歷程的差異才有意義。

如何建立價值一體或社會共識？對腦神經科學的啟發？

　　主持人的最後一個問題討論到公民哲學的具體應用：在這個心智多樣的社會中，

成員們能夠如何建立共同的價值體系，尋求成員之間的共識？而這個建立共識的方

式，是不是能夠對科學研究、特別是腦神經科學有一些啟發？換句話說，我們能不能

將公民哲學中討論的人類社群類比腦神經網絡，進而以人類社群中消弭歧見的方式指

引腦科學研究？講者在具體討論共識凝聚的方式以前，先進行了單位的界定：微觀的

社會網絡包括一個個體的腦細胞以及神經網絡，而宏觀的網絡則包含許多人類個體，

比如臺灣社會。無論微觀巨觀，這些網絡通常都處在一個不斷變化的狀態，既有的結

構會持續地面對衝突、甚至瀕臨崩解，再從這樣衝突的狀態漸漸地趨於穩定平衡。宏

觀和微觀兩類不同的網絡在運作上或許有可以互相類比的地方．不過兩者之間的連結

仍然不是非常明確。由於兩類網絡之間的連結未被完整建立，它們分別具有的性質也

不見得能夠指出另一者所具有的性質。因此，關於人際網絡的研究成果不見得能夠全

盤套用到腦神經科學的研究。這兩者之間存在的關聯性必須要在特定的觀點之下討論

才能產生意義。雖然如此，我們仍然能夠深入地討論共識建立的過程。當我們面對相

互衝突的價值觀點時，我們可以援引德沃金的理論，在這些衝突中努力地追本溯源，

找到對立各方共通的價值基礎。這樣的基礎能夠讓我們在各種衝突中連結對立各方所

捍衛的價值，進而逐步建立能夠相互融通的價值觀點。我們應當擷取不同價值觀點的

根本關懷，將其與自身所遵循的價值觀點連結，從而建立能包容相異觀點的價值體

系。這樣凝聚共識的過程仰賴民主政體的良好運作。如果爭論的不同群體能夠反思不

同的價值觀點，細緻地體察其動機，這個社會就可能建立起一個共享的價值觀點，進

而以其為依循，消解或至少減輕社會中不同價值觀的衝突。

與談人分享與討論

　　在主持人提出四個問題，勾勒出公民哲學的大致輪廓以後，三位與談人也從不同

角度切入，圍繞著心智多樣性的問題進行延伸討論。洪研究員先簡單地回顧了近年的

相關研究，佐證意識可能不必以腦細胞作為載體。一個具體的例子是植物的生命歷

程。一般而言，我們不認為植物具有意識。晚近的研究卻指出：如果我們將時間軸拉

長，以巨觀的角度審視植物數百年的生命歷程，那麼植物也可能具備某種程度的意

識。這樣的發現讓我們在相關領域的研究上有了更大的反思空間。如果我們接受植物

也能擁有某種程度的意識，我們就會連帶認為意識可以不依附大腦活動產生。在晚近

關於人工智能的研究正是指出了這一點：智能不一定只能被大腦及其活動所體現，而

也可能以其它物質作為載體。這樣的想法帶出了一個更深層的問題：沒有大腦的物體

是否仍然能夠具備理性？在過往的研究中，我們知道單細胞生物也可能展現某種程度

的理性能力，因此，擁有大腦似乎不是具備理性的必要條件。以此做為起點，我們能

夠重新反思理性此一概念，釐清其必要條件。另一個相關的問題是：當意識的載體可

以是植物、甚至是不被當成生物的機械，我們是否就有了新的理由支持心智哲學中的

泛靈論，進而接受一種新的世界觀？這些提問都值得我們進一步探究。

　　甘博士的提問則主要著眼於公民哲學的政治面向，企圖釐清公民哲學此一計畫是

否在規範性的根源上補足了羅爾斯理論體系的不足之處。對此，主講人重新陳述了他

的基本立場：在這個心智多樣的年代，審視他人理論的重要性並不在於駁斥或質疑，

而是要找到理論的優點，提取其核心要旨，轉化融入自己對世界的理解中。因此，公

民哲學這樣的研究計畫並不以駁斥羅爾斯的政治哲學為主要目的，但確實對既有的理

論做出了一定程度的修正。羅爾斯面對著二戰以後的美國與世界局勢，企圖從自由平

等的公民地位提出對世界的理解，並努力地找尋改善世界、使得不同群體能夠互惠合

作的方式。當時他所身處的美國社會已經爆發了各樣的深度歧見，面對這樣的景況，

他主張將深度歧見的問題轉化成為權衡問題，並在未能獲致共識的時候，以共同接受

的程序做出公共決策。然而，羅爾斯並沒有真的面對深度歧見帶來的價值衝突，深度

歧見所帶來問題無法被轉移成權衡問題，因此難以消弭。我們應該做的不單只是依循

羅爾斯的作法，將某些深度歧見轉移成權衡問題，而更應該尋找主導自己所處社會的

核心價值，並以此價值為根本，盡最大的可能去緩解衝突。以臺灣來說，社會仍然以

傳承自東亞文化的儒學傳統為價值基礎，我們可以奠基於這樣的古典價值體系，追溯

臺灣社會的價值演化的過程，再重新思考我們必須要容納的不同價值觀點，進而形塑

當代的價值體系。這個過程可能非常艱難，甚至無法完成。我們能做的便是盡可能地

推動這樣的進程，致力於緩解衝突，讓價值立場迥異的不同群體能夠共存。

　　博士生官科宏對於心智多樣性的概念本身進行了反思，而特別著重在此一概念與

生物多樣性的比較：生物多樣性能夠保障演化的多元性，從而有益於族群的存續，心

智多樣性是不是具有相同的價值？如果不是的話，心智多樣性的價值又在哪裡？主講

人對此提出的解釋是：以生物多樣性類比心智多樣性是為了要展顯心智多樣性所包含

的文化面向。在討論生物群體的演化具有多樣性的時候，我們應該要將生物的棲地一

併納入考慮，當成影響物種演化過程的一個關鍵要素；相同的，在討論人類如何演化

出多樣的價值觀點的時候，我們也應該把不同族群身處的文化背景和外在條件納入考

量。文化可能生長在草原上、群山之間、或是半島海邊，相異的生存條件會使得文化

發展出不同的特徵，進而發展出不同的價值體系。以臺灣面臨的情況來說，我們需要

釐清的是東亞文化圈中各個不同的文化體如何分開發展，又如何與其它文化體接觸、

發生衝突與摩擦、進而相互影響。是在這樣的脈絡下，生物多樣性的概念才被拿來與

心智多樣性相類比。既然提到了文明之間的接觸與衝突，主講人也就順帶談到了容納

多元價值所需要付出的代價。民主社會如果要容納不同的價值觀，社會中的每個群體

就都必須要耗費溝通和理解的成本，才能夠在面對深度歧見問題時努力地了解不同的

價值觀。臺灣社會中有許多人只明白多元價值的優點，而忽略了捍衛多元價值要付出

的代價。在我們身處的多元時代中，已經很難全盤否定特定的價值觀。我們所能做的

應該是考察其它價值觀的良善動機，進而進行調和。

　　在此提到的另一個問題是：我們在尋求共識的時候，必須要找到價值觀的載體。

我們要怎麼樣確實地劃界，找到合適的群體？如果群體規模很小，是不是仍然要和這

樣的價值觀進行調解？另外，我們希望建立的是什麼樣的共識？是共同接受特定的程

序，還是要產生統一的信念？對此，主講人重新釐清了研究計畫的目標：由於共識建

立的過程難免受到權力的影響，我們可以不必聚焦在共識建立之上。如果我們接受心

智有多樣性，衝突無法避免，我們就不必將建立共識當成公共政策的目標。重點還是

在於讓不同群體在共同接受的規範框架之下做出共同的決定。在深度歧見中，光是要

完成這一步驟就非常困難。我們只能透過程序盡可能地進行裁決，並且體認到這樣做

出的裁決並不是群體的共識。如此一來，深度歧見以及伴隨而來的價值衝突或許仍然

會存在，但我們能夠盡可能地防止衝突過度惡化，進而防止社會的崩解。哲學家在此

的工作便是釐清不同群體的價值觀，考察其源流，再致力將其重新和其它價值觀融

通。在價值群體應該具有多大規模此一問題上，主講人認為：如果我們考慮的是一個

長時間的價值調節歷程，那麼在某個當下，價值載體過小就不會是問題。社會應該包

容這樣的小型群體，給予適當的發展空間。如果經過長期的演化以後，這樣小規模的

價值群體逐漸發展茁壯，那就表示其價值觀點被許多人給接受，其它群體中的成員因

此必須要與這個新興群體進行衝突的調解。

　　鄧所長的公民哲學研究計畫從當代社會心智多樣性的概念出發，一方面向後追

溯，爬梳當代社會價值多元的歷史成因；另一方面從此一概念出發，討論社會中面對

深度歧見的個人應該如何盡可能消弭歧見，進而緩解衝突，維繫社會整體穩定。與談

人也分別從自身所學出發，反思哲學的其它子領域能夠以何種方式與公民哲學互動。

公民哲學從而為當代哲學研究提供了一個宏觀的想像，提出當代哲學研究的一個可能

方向，讓不同領域的哲學工作者們能夠在此框架之下定位自己工作的目標，而能更仔

細地釐清己身研究計畫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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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生之動：心智與詩思的交談」系列講座的哲學圓桌論壇邀請中央研究院歐

美研究所鄧育仁所長主講，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陳思廷所長主持，並由歐美研究所洪

子偉副研究員、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學者甘偵蓉博士以及倫敦政經學

院哲學系博士生官科宏擔任與談人。在此次論壇中，鄧所長從多年來在公民哲學領域

的研究出發，以心智多樣性的概念作為核心，對形上學、腦神經科學、心智哲學和社

會哲學中的許多重要論題提出了深具洞見的觀察與反思。

意識在何處產生？

　　對談以主持人提出的一個基本問題開始：意識在哪裡出現？這個問題在腦神經科

學的研究中一直佔據重要的地位，科學家們透過各種研究，企圖找到意識生成的位

置。公民哲學中的心智多樣性概念能如何讓我們對此一問題提供更完整的答案？換句

話說，假使我們接受了心智多樣性的概念，我們如何回答意識的生成問題？在回答此

一問題之前，主講人先對相關的背景知識進行了初步的釐清：科學界對意識生成的問

題還沒有明確的答案，但一般會將意識當作腦部活動的衍生物。這樣的主張得到許多

實際的觀察結果佐證。舉例來說，當一個人的腦部受到損傷，他的意識活動就很可能

受到影響。基於這樣的發現，心理學家和腦神經科學家傾向於假設意識產生在人類的

腦部，進而在這樣假設之上開展其研究。如果我們從公民哲學的角度出發，我們能對

意識提出一個更抽象而普遍的說明：意識應當被當作一種生命現象，伴隨著生命的活

動出現。因此，它不該只被單純地當作腦部活動的衍生物，而也應該涵蓋荷爾蒙的分

泌及作用，個體所處的生態系等其它外部條件。我們所有的主觀經驗－包括疼痛、視

覺、以及對其它事物的具體經驗－都是這類生命活動的產物。在形塑意識這個概念的

時候，大腦和神經系統固然是一個重要的器官。但在大腦以外，生命活動發生的場域

和具體情境也應該納入考量。因此，我們應該擴張意識的定義，將身體與外在世界的

互動關係也都當成是意識的構成要素，才能夠對此一概念有更全盤的掌握。

人是否具有自由意志？

　　接續關於意識的討論，對談的焦點轉移到了在公民哲學框架下對自由意志的說

明。主持人提問道：某些認知科學家的研究顯示人類具有主動了解，進而解讀外在世

界，預測將來的能力。這樣的主動性是否能夠佐證自由意志的存在？在公民哲學中也

有關於自由意志的討論，是否可能和認知科學理論中人類所具有的主體性相互闡發？

主講人在此抱持一個較為保守的立場：從認識世界的主動性到自由意志的存在兩個命

題之間仍然存在著許多解釋上的空缺。過往關於自由意志的討論面對一個兩難：當個

體做出一個選擇的時候，這個選擇是被當下所有的條件所決定的，因而不能被視作是

自由意志的產物；假使這個選擇並不是被特定條件決定，而是隨機出現的，那這樣的

選擇也並非出於個體的自由意志。因此，不管事件是否由過往條件決定，都不能作為

自由意志存在的證明。面對此一難題，哲學家所提出的理論都僅僅是轉化問題，將關

於自由意志的問題用更加複雜的概念解決，而未能觸及關於此概念的核心問題。有鑑

於過往理論的侷限，主講人提出一種連動的觀點：我們是否有選擇的自由，取決於我

們所身處的因果系統。人類在採取特定行為的時候，必須要考慮到其所在的因果網

絡。我們因此應當思考：是怎麼樣的條件聚合，使得一個個體處在面臨選擇的境地？

在釐清此一問題以後，我們才能夠進一步追問：在這樣的背景條件和因果網絡之下，

個體究竟有多大的選擇空間？換句話說，個體做出選擇的空間取決於我們接受的因果

性概念；在討論自由意志的時候，不應該將個體的選擇當作外於因果鏈的事件，而應

該將其視為因果鏈的一部分，進而討論個人在其中做出選擇的空間，自由意志在這樣

的框架底下也才有存在的可能。藉著將自由意志與因果關係的概念連動，建立一個新

的框架，我們能夠跳脫過往的窠臼，重新設定關於自由意志的問題，進而更加切實地

掌握此一概念。

「自然演化」？「後天教養」？

　　在結束關於自由意志的討論以後，主持人轉向另一個問題：人類的認知系統發展

到今日的高度，究竟是自然演化的結果，還是受到社會形塑的？人類的認知系統相對

於其它物種，顯然是最完整的，我們憑藉著這樣複雜的認知系統，建立起了現今的人

類文明。一個觀點指出：其它物種也可能發展出文化，只是他們的認知系統還沒有演

化到人類的水準。換句話說，人類和其它物種並沒有本質上的區別，只是在演化上早

於其它物種，進而發展出了文化。換作是不同的物種，只要有了足夠的時間，牠們也

能夠自然演化出相同的認知結構，建立自己的文化。抱持相對觀點的人則主張：人的

認知系統受到社會後天教養的形塑，不是依循自然法則演化而成的。因此，動物的認

知系統不能演化到與人類的認知系統相類似。如果我們要討論心智多樣性的概念，勢

必要處理演化歷程的多樣性問題。因此，我們也就必須釐清生物演化是否有不同的可

能性。講者在此仍然先對問題進行釐清：先天後天並不是一個恰當的區分。現代的人

類仍然處在演化的過程之中，並不是有什麼外力去操縱這樣的演化進程。換句話說，

問題中所提到的形塑人類認知系統的外部要素事實上並不在演化歷程之外，而應該被

當成這個歷程的一部分來看待。因此，縱使人類和動物的演化進程確有不同，也不應

理解成是受到外部因素的形塑。我們可以將問題重新聚焦在人類的演化和其它生物的

相異之處。我們從單一的細胞長成動物，再發展出文化，成為了現今的人類。在這個

歷程中，文化是至關重要的一個因素。它影響了人類的演化歷程，使人類有了不同的

價值體系和道德觀點。這樣的多元價值與生物上的多樣性、生存環境的多樣性等各種

概念統合以後，能夠讓我們推演出現代的心智多樣性概念，形成了當代社會的多元風

貌。我們甚至可以說當代的科學理論也深受這樣的心智多樣性影響，而應該被視作多

樣性的產物。這樣的理解讓我們能夠更明確地勾勒出關於演化進程的完整圖像。在這

樣的背景脈絡之下，比較人類與動物演化歷程的差異才有意義。

如何建立價值一體或社會共識？對腦神經科學的啟發？

　　主持人的最後一個問題討論到公民哲學的具體應用：在這個心智多樣的社會中，

成員們能夠如何建立共同的價值體系，尋求成員之間的共識？而這個建立共識的方

式，是不是能夠對科學研究、特別是腦神經科學有一些啟發？換句話說，我們能不能

將公民哲學中討論的人類社群類比腦神經網絡，進而以人類社群中消弭歧見的方式指

引腦科學研究？講者在具體討論共識凝聚的方式以前，先進行了單位的界定：微觀的

社會網絡包括一個個體的腦細胞以及神經網絡，而宏觀的網絡則包含許多人類個體，

比如臺灣社會。無論微觀巨觀，這些網絡通常都處在一個不斷變化的狀態，既有的結

構會持續地面對衝突、甚至瀕臨崩解，再從這樣衝突的狀態漸漸地趨於穩定平衡。宏

觀和微觀兩類不同的網絡在運作上或許有可以互相類比的地方．不過兩者之間的連結

仍然不是非常明確。由於兩類網絡之間的連結未被完整建立，它們分別具有的性質也

不見得能夠指出另一者所具有的性質。因此，關於人際網絡的研究成果不見得能夠全

盤套用到腦神經科學的研究。這兩者之間存在的關聯性必須要在特定的觀點之下討論

才能產生意義。雖然如此，我們仍然能夠深入地討論共識建立的過程。當我們面對相

互衝突的價值觀點時，我們可以援引德沃金的理論，在這些衝突中努力地追本溯源，

找到對立各方共通的價值基礎。這樣的基礎能夠讓我們在各種衝突中連結對立各方所

捍衛的價值，進而逐步建立能夠相互融通的價值觀點。我們應當擷取不同價值觀點的

根本關懷，將其與自身所遵循的價值觀點連結，從而建立能包容相異觀點的價值體

系。這樣凝聚共識的過程仰賴民主政體的良好運作。如果爭論的不同群體能夠反思不

同的價值觀點，細緻地體察其動機，這個社會就可能建立起一個共享的價值觀點，進

而以其為依循，消解或至少減輕社會中不同價值觀的衝突。

與談人分享與討論

　　在主持人提出四個問題，勾勒出公民哲學的大致輪廓以後，三位與談人也從不同

角度切入，圍繞著心智多樣性的問題進行延伸討論。洪研究員先簡單地回顧了近年的

相關研究，佐證意識可能不必以腦細胞作為載體。一個具體的例子是植物的生命歷

程。一般而言，我們不認為植物具有意識。晚近的研究卻指出：如果我們將時間軸拉

長，以巨觀的角度審視植物數百年的生命歷程，那麼植物也可能具備某種程度的意

識。這樣的發現讓我們在相關領域的研究上有了更大的反思空間。如果我們接受植物

也能擁有某種程度的意識，我們就會連帶認為意識可以不依附大腦活動產生。在晚近

關於人工智能的研究正是指出了這一點：智能不一定只能被大腦及其活動所體現，而

也可能以其它物質作為載體。這樣的想法帶出了一個更深層的問題：沒有大腦的物體

是否仍然能夠具備理性？在過往的研究中，我們知道單細胞生物也可能展現某種程度

的理性能力，因此，擁有大腦似乎不是具備理性的必要條件。以此做為起點，我們能

夠重新反思理性此一概念，釐清其必要條件。另一個相關的問題是：當意識的載體可

以是植物、甚至是不被當成生物的機械，我們是否就有了新的理由支持心智哲學中的

泛靈論，進而接受一種新的世界觀？這些提問都值得我們進一步探究。

　　甘博士的提問則主要著眼於公民哲學的政治面向，企圖釐清公民哲學此一計畫是

否在規範性的根源上補足了羅爾斯理論體系的不足之處。對此，主講人重新陳述了他

的基本立場：在這個心智多樣的年代，審視他人理論的重要性並不在於駁斥或質疑，

而是要找到理論的優點，提取其核心要旨，轉化融入自己對世界的理解中。因此，公

民哲學這樣的研究計畫並不以駁斥羅爾斯的政治哲學為主要目的，但確實對既有的理

論做出了一定程度的修正。羅爾斯面對著二戰以後的美國與世界局勢，企圖從自由平

等的公民地位提出對世界的理解，並努力地找尋改善世界、使得不同群體能夠互惠合

作的方式。當時他所身處的美國社會已經爆發了各樣的深度歧見，面對這樣的景況，

他主張將深度歧見的問題轉化成為權衡問題，並在未能獲致共識的時候，以共同接受

的程序做出公共決策。然而，羅爾斯並沒有真的面對深度歧見帶來的價值衝突，深度

歧見所帶來問題無法被轉移成權衡問題，因此難以消弭。我們應該做的不單只是依循

羅爾斯的作法，將某些深度歧見轉移成權衡問題，而更應該尋找主導自己所處社會的

核心價值，並以此價值為根本，盡最大的可能去緩解衝突。以臺灣來說，社會仍然以

傳承自東亞文化的儒學傳統為價值基礎，我們可以奠基於這樣的古典價值體系，追溯

臺灣社會的價值演化的過程，再重新思考我們必須要容納的不同價值觀點，進而形塑

當代的價值體系。這個過程可能非常艱難，甚至無法完成。我們能做的便是盡可能地

推動這樣的進程，致力於緩解衝突，讓價值立場迥異的不同群體能夠共存。

　　博士生官科宏對於心智多樣性的概念本身進行了反思，而特別著重在此一概念與

生物多樣性的比較：生物多樣性能夠保障演化的多元性，從而有益於族群的存續，心

智多樣性是不是具有相同的價值？如果不是的話，心智多樣性的價值又在哪裡？主講

人對此提出的解釋是：以生物多樣性類比心智多樣性是為了要展顯心智多樣性所包含

的文化面向。在討論生物群體的演化具有多樣性的時候，我們應該要將生物的棲地一

併納入考慮，當成影響物種演化過程的一個關鍵要素；相同的，在討論人類如何演化

出多樣的價值觀點的時候，我們也應該把不同族群身處的文化背景和外在條件納入考

量。文化可能生長在草原上、群山之間、或是半島海邊，相異的生存條件會使得文化

發展出不同的特徵，進而發展出不同的價值體系。以臺灣面臨的情況來說，我們需要

釐清的是東亞文化圈中各個不同的文化體如何分開發展，又如何與其它文化體接觸、

發生衝突與摩擦、進而相互影響。是在這樣的脈絡下，生物多樣性的概念才被拿來與

心智多樣性相類比。既然提到了文明之間的接觸與衝突，主講人也就順帶談到了容納

多元價值所需要付出的代價。民主社會如果要容納不同的價值觀，社會中的每個群體

就都必須要耗費溝通和理解的成本，才能夠在面對深度歧見問題時努力地了解不同的

價值觀。臺灣社會中有許多人只明白多元價值的優點，而忽略了捍衛多元價值要付出

的代價。在我們身處的多元時代中，已經很難全盤否定特定的價值觀。我們所能做的

應該是考察其它價值觀的良善動機，進而進行調和。

　　在此提到的另一個問題是：我們在尋求共識的時候，必須要找到價值觀的載體。

我們要怎麼樣確實地劃界，找到合適的群體？如果群體規模很小，是不是仍然要和這

樣的價值觀進行調解？另外，我們希望建立的是什麼樣的共識？是共同接受特定的程

序，還是要產生統一的信念？對此，主講人重新釐清了研究計畫的目標：由於共識建

立的過程難免受到權力的影響，我們可以不必聚焦在共識建立之上。如果我們接受心

智有多樣性，衝突無法避免，我們就不必將建立共識當成公共政策的目標。重點還是

在於讓不同群體在共同接受的規範框架之下做出共同的決定。在深度歧見中，光是要

完成這一步驟就非常困難。我們只能透過程序盡可能地進行裁決，並且體認到這樣做

出的裁決並不是群體的共識。如此一來，深度歧見以及伴隨而來的價值衝突或許仍然

會存在，但我們能夠盡可能地防止衝突過度惡化，進而防止社會的崩解。哲學家在此

的工作便是釐清不同群體的價值觀，考察其源流，再致力將其重新和其它價值觀融

通。在價值群體應該具有多大規模此一問題上，主講人認為：如果我們考慮的是一個

長時間的價值調節歷程，那麼在某個當下，價值載體過小就不會是問題。社會應該包

容這樣的小型群體，給予適當的發展空間。如果經過長期的演化以後，這樣小規模的

價值群體逐漸發展茁壯，那就表示其價值觀點被許多人給接受，其它群體中的成員因

此必須要與這個新興群體進行衝突的調解。

　　鄧所長的公民哲學研究計畫從當代社會心智多樣性的概念出發，一方面向後追

溯，爬梳當代社會價值多元的歷史成因；另一方面從此一概念出發，討論社會中面對

深度歧見的個人應該如何盡可能消弭歧見，進而緩解衝突，維繫社會整體穩定。與談

人也分別從自身所學出發，反思哲學的其它子領域能夠以何種方式與公民哲學互動。

公民哲學從而為當代哲學研究提供了一個宏觀的想像，提出當代哲學研究的一個可能

方向，讓不同領域的哲學工作者們能夠在此框架之下定位自己工作的目標，而能更仔

細地釐清己身研究計畫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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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生之動：心智與詩思的交談」系列講座的哲學圓桌論壇邀請中央研究院歐

美研究所鄧育仁所長主講，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陳思廷所長主持，並由歐美研究所洪

子偉副研究員、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學者甘偵蓉博士以及倫敦政經學

院哲學系博士生官科宏擔任與談人。在此次論壇中，鄧所長從多年來在公民哲學領域

的研究出發，以心智多樣性的概念作為核心，對形上學、腦神經科學、心智哲學和社

會哲學中的許多重要論題提出了深具洞見的觀察與反思。

意識在何處產生？

　　對談以主持人提出的一個基本問題開始：意識在哪裡出現？這個問題在腦神經科

學的研究中一直佔據重要的地位，科學家們透過各種研究，企圖找到意識生成的位

置。公民哲學中的心智多樣性概念能如何讓我們對此一問題提供更完整的答案？換句

話說，假使我們接受了心智多樣性的概念，我們如何回答意識的生成問題？在回答此

一問題之前，主講人先對相關的背景知識進行了初步的釐清：科學界對意識生成的問

題還沒有明確的答案，但一般會將意識當作腦部活動的衍生物。這樣的主張得到許多

實際的觀察結果佐證。舉例來說，當一個人的腦部受到損傷，他的意識活動就很可能

受到影響。基於這樣的發現，心理學家和腦神經科學家傾向於假設意識產生在人類的

腦部，進而在這樣假設之上開展其研究。如果我們從公民哲學的角度出發，我們能對

意識提出一個更抽象而普遍的說明：意識應當被當作一種生命現象，伴隨著生命的活

動出現。因此，它不該只被單純地當作腦部活動的衍生物，而也應該涵蓋荷爾蒙的分

泌及作用，個體所處的生態系等其它外部條件。我們所有的主觀經驗－包括疼痛、視

覺、以及對其它事物的具體經驗－都是這類生命活動的產物。在形塑意識這個概念的

時候，大腦和神經系統固然是一個重要的器官。但在大腦以外，生命活動發生的場域

和具體情境也應該納入考量。因此，我們應該擴張意識的定義，將身體與外在世界的

互動關係也都當成是意識的構成要素，才能夠對此一概念有更全盤的掌握。

人是否具有自由意志？

　　接續關於意識的討論，對談的焦點轉移到了在公民哲學框架下對自由意志的說

明。主持人提問道：某些認知科學家的研究顯示人類具有主動了解，進而解讀外在世

界，預測將來的能力。這樣的主動性是否能夠佐證自由意志的存在？在公民哲學中也

有關於自由意志的討論，是否可能和認知科學理論中人類所具有的主體性相互闡發？

主講人在此抱持一個較為保守的立場：從認識世界的主動性到自由意志的存在兩個命

題之間仍然存在著許多解釋上的空缺。過往關於自由意志的討論面對一個兩難：當個

體做出一個選擇的時候，這個選擇是被當下所有的條件所決定的，因而不能被視作是

自由意志的產物；假使這個選擇並不是被特定條件決定，而是隨機出現的，那這樣的

選擇也並非出於個體的自由意志。因此，不管事件是否由過往條件決定，都不能作為

自由意志存在的證明。面對此一難題，哲學家所提出的理論都僅僅是轉化問題，將關

於自由意志的問題用更加複雜的概念解決，而未能觸及關於此概念的核心問題。有鑑

於過往理論的侷限，主講人提出一種連動的觀點：我們是否有選擇的自由，取決於我

們所身處的因果系統。人類在採取特定行為的時候，必須要考慮到其所在的因果網

絡。我們因此應當思考：是怎麼樣的條件聚合，使得一個個體處在面臨選擇的境地？

在釐清此一問題以後，我們才能夠進一步追問：在這樣的背景條件和因果網絡之下，

個體究竟有多大的選擇空間？換句話說，個體做出選擇的空間取決於我們接受的因果

性概念；在討論自由意志的時候，不應該將個體的選擇當作外於因果鏈的事件，而應

該將其視為因果鏈的一部分，進而討論個人在其中做出選擇的空間，自由意志在這樣

的框架底下也才有存在的可能。藉著將自由意志與因果關係的概念連動，建立一個新

的框架，我們能夠跳脫過往的窠臼，重新設定關於自由意志的問題，進而更加切實地

掌握此一概念。

「自然演化」？「後天教養」？

　　在結束關於自由意志的討論以後，主持人轉向另一個問題：人類的認知系統發展

到今日的高度，究竟是自然演化的結果，還是受到社會形塑的？人類的認知系統相對

於其它物種，顯然是最完整的，我們憑藉著這樣複雜的認知系統，建立起了現今的人

類文明。一個觀點指出：其它物種也可能發展出文化，只是他們的認知系統還沒有演

化到人類的水準。換句話說，人類和其它物種並沒有本質上的區別，只是在演化上早

於其它物種，進而發展出了文化。換作是不同的物種，只要有了足夠的時間，牠們也

能夠自然演化出相同的認知結構，建立自己的文化。抱持相對觀點的人則主張：人的

認知系統受到社會後天教養的形塑，不是依循自然法則演化而成的。因此，動物的認

知系統不能演化到與人類的認知系統相類似。如果我們要討論心智多樣性的概念，勢

必要處理演化歷程的多樣性問題。因此，我們也就必須釐清生物演化是否有不同的可

能性。講者在此仍然先對問題進行釐清：先天後天並不是一個恰當的區分。現代的人

類仍然處在演化的過程之中，並不是有什麼外力去操縱這樣的演化進程。換句話說，

問題中所提到的形塑人類認知系統的外部要素事實上並不在演化歷程之外，而應該被

當成這個歷程的一部分來看待。因此，縱使人類和動物的演化進程確有不同，也不應

理解成是受到外部因素的形塑。我們可以將問題重新聚焦在人類的演化和其它生物的

相異之處。我們從單一的細胞長成動物，再發展出文化，成為了現今的人類。在這個

歷程中，文化是至關重要的一個因素。它影響了人類的演化歷程，使人類有了不同的

價值體系和道德觀點。這樣的多元價值與生物上的多樣性、生存環境的多樣性等各種

概念統合以後，能夠讓我們推演出現代的心智多樣性概念，形成了當代社會的多元風

貌。我們甚至可以說當代的科學理論也深受這樣的心智多樣性影響，而應該被視作多

樣性的產物。這樣的理解讓我們能夠更明確地勾勒出關於演化進程的完整圖像。在這

樣的背景脈絡之下，比較人類與動物演化歷程的差異才有意義。

如何建立價值一體或社會共識？對腦神經科學的啟發？

　　主持人的最後一個問題討論到公民哲學的具體應用：在這個心智多樣的社會中，

成員們能夠如何建立共同的價值體系，尋求成員之間的共識？而這個建立共識的方

式，是不是能夠對科學研究、特別是腦神經科學有一些啟發？換句話說，我們能不能

將公民哲學中討論的人類社群類比腦神經網絡，進而以人類社群中消弭歧見的方式指

引腦科學研究？講者在具體討論共識凝聚的方式以前，先進行了單位的界定：微觀的

社會網絡包括一個個體的腦細胞以及神經網絡，而宏觀的網絡則包含許多人類個體，

比如臺灣社會。無論微觀巨觀，這些網絡通常都處在一個不斷變化的狀態，既有的結

構會持續地面對衝突、甚至瀕臨崩解，再從這樣衝突的狀態漸漸地趨於穩定平衡。宏

觀和微觀兩類不同的網絡在運作上或許有可以互相類比的地方．不過兩者之間的連結

仍然不是非常明確。由於兩類網絡之間的連結未被完整建立，它們分別具有的性質也

不見得能夠指出另一者所具有的性質。因此，關於人際網絡的研究成果不見得能夠全

盤套用到腦神經科學的研究。這兩者之間存在的關聯性必須要在特定的觀點之下討論

才能產生意義。雖然如此，我們仍然能夠深入地討論共識建立的過程。當我們面對相

互衝突的價值觀點時，我們可以援引德沃金的理論，在這些衝突中努力地追本溯源，

找到對立各方共通的價值基礎。這樣的基礎能夠讓我們在各種衝突中連結對立各方所

捍衛的價值，進而逐步建立能夠相互融通的價值觀點。我們應當擷取不同價值觀點的

根本關懷，將其與自身所遵循的價值觀點連結，從而建立能包容相異觀點的價值體

系。這樣凝聚共識的過程仰賴民主政體的良好運作。如果爭論的不同群體能夠反思不

同的價值觀點，細緻地體察其動機，這個社會就可能建立起一個共享的價值觀點，進

而以其為依循，消解或至少減輕社會中不同價值觀的衝突。

與談人分享與討論

　　在主持人提出四個問題，勾勒出公民哲學的大致輪廓以後，三位與談人也從不同

角度切入，圍繞著心智多樣性的問題進行延伸討論。洪研究員先簡單地回顧了近年的

相關研究，佐證意識可能不必以腦細胞作為載體。一個具體的例子是植物的生命歷

程。一般而言，我們不認為植物具有意識。晚近的研究卻指出：如果我們將時間軸拉

長，以巨觀的角度審視植物數百年的生命歷程，那麼植物也可能具備某種程度的意

識。這樣的發現讓我們在相關領域的研究上有了更大的反思空間。如果我們接受植物

也能擁有某種程度的意識，我們就會連帶認為意識可以不依附大腦活動產生。在晚近

關於人工智能的研究正是指出了這一點：智能不一定只能被大腦及其活動所體現，而

也可能以其它物質作為載體。這樣的想法帶出了一個更深層的問題：沒有大腦的物體

是否仍然能夠具備理性？在過往的研究中，我們知道單細胞生物也可能展現某種程度

的理性能力，因此，擁有大腦似乎不是具備理性的必要條件。以此做為起點，我們能

夠重新反思理性此一概念，釐清其必要條件。另一個相關的問題是：當意識的載體可

以是植物、甚至是不被當成生物的機械，我們是否就有了新的理由支持心智哲學中的

泛靈論，進而接受一種新的世界觀？這些提問都值得我們進一步探究。

　　甘博士的提問則主要著眼於公民哲學的政治面向，企圖釐清公民哲學此一計畫是

否在規範性的根源上補足了羅爾斯理論體系的不足之處。對此，主講人重新陳述了他

的基本立場：在這個心智多樣的年代，審視他人理論的重要性並不在於駁斥或質疑，

而是要找到理論的優點，提取其核心要旨，轉化融入自己對世界的理解中。因此，公

民哲學這樣的研究計畫並不以駁斥羅爾斯的政治哲學為主要目的，但確實對既有的理

論做出了一定程度的修正。羅爾斯面對著二戰以後的美國與世界局勢，企圖從自由平

等的公民地位提出對世界的理解，並努力地找尋改善世界、使得不同群體能夠互惠合

作的方式。當時他所身處的美國社會已經爆發了各樣的深度歧見，面對這樣的景況，

他主張將深度歧見的問題轉化成為權衡問題，並在未能獲致共識的時候，以共同接受

的程序做出公共決策。然而，羅爾斯並沒有真的面對深度歧見帶來的價值衝突，深度

歧見所帶來問題無法被轉移成權衡問題，因此難以消弭。我們應該做的不單只是依循

羅爾斯的作法，將某些深度歧見轉移成權衡問題，而更應該尋找主導自己所處社會的

核心價值，並以此價值為根本，盡最大的可能去緩解衝突。以臺灣來說，社會仍然以

傳承自東亞文化的儒學傳統為價值基礎，我們可以奠基於這樣的古典價值體系，追溯

臺灣社會的價值演化的過程，再重新思考我們必須要容納的不同價值觀點，進而形塑

當代的價值體系。這個過程可能非常艱難，甚至無法完成。我們能做的便是盡可能地

推動這樣的進程，致力於緩解衝突，讓價值立場迥異的不同群體能夠共存。

　　博士生官科宏對於心智多樣性的概念本身進行了反思，而特別著重在此一概念與

生物多樣性的比較：生物多樣性能夠保障演化的多元性，從而有益於族群的存續，心

智多樣性是不是具有相同的價值？如果不是的話，心智多樣性的價值又在哪裡？主講

人對此提出的解釋是：以生物多樣性類比心智多樣性是為了要展顯心智多樣性所包含

的文化面向。在討論生物群體的演化具有多樣性的時候，我們應該要將生物的棲地一

併納入考慮，當成影響物種演化過程的一個關鍵要素；相同的，在討論人類如何演化

出多樣的價值觀點的時候，我們也應該把不同族群身處的文化背景和外在條件納入考

量。文化可能生長在草原上、群山之間、或是半島海邊，相異的生存條件會使得文化

發展出不同的特徵，進而發展出不同的價值體系。以臺灣面臨的情況來說，我們需要

釐清的是東亞文化圈中各個不同的文化體如何分開發展，又如何與其它文化體接觸、

發生衝突與摩擦、進而相互影響。是在這樣的脈絡下，生物多樣性的概念才被拿來與

心智多樣性相類比。既然提到了文明之間的接觸與衝突，主講人也就順帶談到了容納

多元價值所需要付出的代價。民主社會如果要容納不同的價值觀，社會中的每個群體

就都必須要耗費溝通和理解的成本，才能夠在面對深度歧見問題時努力地了解不同的

價值觀。臺灣社會中有許多人只明白多元價值的優點，而忽略了捍衛多元價值要付出

的代價。在我們身處的多元時代中，已經很難全盤否定特定的價值觀。我們所能做的

應該是考察其它價值觀的良善動機，進而進行調和。

　　在此提到的另一個問題是：我們在尋求共識的時候，必須要找到價值觀的載體。

我們要怎麼樣確實地劃界，找到合適的群體？如果群體規模很小，是不是仍然要和這

樣的價值觀進行調解？另外，我們希望建立的是什麼樣的共識？是共同接受特定的程

序，還是要產生統一的信念？對此，主講人重新釐清了研究計畫的目標：由於共識建

立的過程難免受到權力的影響，我們可以不必聚焦在共識建立之上。如果我們接受心

智有多樣性，衝突無法避免，我們就不必將建立共識當成公共政策的目標。重點還是

在於讓不同群體在共同接受的規範框架之下做出共同的決定。在深度歧見中，光是要

完成這一步驟就非常困難。我們只能透過程序盡可能地進行裁決，並且體認到這樣做

出的裁決並不是群體的共識。如此一來，深度歧見以及伴隨而來的價值衝突或許仍然

會存在，但我們能夠盡可能地防止衝突過度惡化，進而防止社會的崩解。哲學家在此

的工作便是釐清不同群體的價值觀，考察其源流，再致力將其重新和其它價值觀融

通。在價值群體應該具有多大規模此一問題上，主講人認為：如果我們考慮的是一個

長時間的價值調節歷程，那麼在某個當下，價值載體過小就不會是問題。社會應該包

容這樣的小型群體，給予適當的發展空間。如果經過長期的演化以後，這樣小規模的

價值群體逐漸發展茁壯，那就表示其價值觀點被許多人給接受，其它群體中的成員因

此必須要與這個新興群體進行衝突的調解。

　　鄧所長的公民哲學研究計畫從當代社會心智多樣性的概念出發，一方面向後追

溯，爬梳當代社會價值多元的歷史成因；另一方面從此一概念出發，討論社會中面對

深度歧見的個人應該如何盡可能消弭歧見，進而緩解衝突，維繫社會整體穩定。與談

人也分別從自身所學出發，反思哲學的其它子領域能夠以何種方式與公民哲學互動。

公民哲學從而為當代哲學研究提供了一個宏觀的想像，提出當代哲學研究的一個可能

方向，讓不同領域的哲學工作者們能夠在此框架之下定位自己工作的目標，而能更仔

細地釐清己身研究計畫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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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生之動：心智與詩思的交談」系列講座的哲學圓桌論壇邀請中央研究院歐

美研究所鄧育仁所長主講，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陳思廷所長主持，並由歐美研究所洪

子偉副研究員、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學者甘偵蓉博士以及倫敦政經學

院哲學系博士生官科宏擔任與談人。在此次論壇中，鄧所長從多年來在公民哲學領域

的研究出發，以心智多樣性的概念作為核心，對形上學、腦神經科學、心智哲學和社

會哲學中的許多重要論題提出了深具洞見的觀察與反思。

意識在何處產生？

　　對談以主持人提出的一個基本問題開始：意識在哪裡出現？這個問題在腦神經科

學的研究中一直佔據重要的地位，科學家們透過各種研究，企圖找到意識生成的位

置。公民哲學中的心智多樣性概念能如何讓我們對此一問題提供更完整的答案？換句

話說，假使我們接受了心智多樣性的概念，我們如何回答意識的生成問題？在回答此

一問題之前，主講人先對相關的背景知識進行了初步的釐清：科學界對意識生成的問

題還沒有明確的答案，但一般會將意識當作腦部活動的衍生物。這樣的主張得到許多

實際的觀察結果佐證。舉例來說，當一個人的腦部受到損傷，他的意識活動就很可能

受到影響。基於這樣的發現，心理學家和腦神經科學家傾向於假設意識產生在人類的

腦部，進而在這樣假設之上開展其研究。如果我們從公民哲學的角度出發，我們能對

意識提出一個更抽象而普遍的說明：意識應當被當作一種生命現象，伴隨著生命的活

動出現。因此，它不該只被單純地當作腦部活動的衍生物，而也應該涵蓋荷爾蒙的分

泌及作用，個體所處的生態系等其它外部條件。我們所有的主觀經驗－包括疼痛、視

覺、以及對其它事物的具體經驗－都是這類生命活動的產物。在形塑意識這個概念的

時候，大腦和神經系統固然是一個重要的器官。但在大腦以外，生命活動發生的場域

和具體情境也應該納入考量。因此，我們應該擴張意識的定義，將身體與外在世界的

互動關係也都當成是意識的構成要素，才能夠對此一概念有更全盤的掌握。

人是否具有自由意志？

　　接續關於意識的討論，對談的焦點轉移到了在公民哲學框架下對自由意志的說

明。主持人提問道：某些認知科學家的研究顯示人類具有主動了解，進而解讀外在世

界，預測將來的能力。這樣的主動性是否能夠佐證自由意志的存在？在公民哲學中也

有關於自由意志的討論，是否可能和認知科學理論中人類所具有的主體性相互闡發？

主講人在此抱持一個較為保守的立場：從認識世界的主動性到自由意志的存在兩個命

題之間仍然存在著許多解釋上的空缺。過往關於自由意志的討論面對一個兩難：當個

體做出一個選擇的時候，這個選擇是被當下所有的條件所決定的，因而不能被視作是

自由意志的產物；假使這個選擇並不是被特定條件決定，而是隨機出現的，那這樣的

選擇也並非出於個體的自由意志。因此，不管事件是否由過往條件決定，都不能作為

自由意志存在的證明。面對此一難題，哲學家所提出的理論都僅僅是轉化問題，將關

於自由意志的問題用更加複雜的概念解決，而未能觸及關於此概念的核心問題。有鑑

於過往理論的侷限，主講人提出一種連動的觀點：我們是否有選擇的自由，取決於我

們所身處的因果系統。人類在採取特定行為的時候，必須要考慮到其所在的因果網

絡。我們因此應當思考：是怎麼樣的條件聚合，使得一個個體處在面臨選擇的境地？

在釐清此一問題以後，我們才能夠進一步追問：在這樣的背景條件和因果網絡之下，

個體究竟有多大的選擇空間？換句話說，個體做出選擇的空間取決於我們接受的因果

性概念；在討論自由意志的時候，不應該將個體的選擇當作外於因果鏈的事件，而應

該將其視為因果鏈的一部分，進而討論個人在其中做出選擇的空間，自由意志在這樣

的框架底下也才有存在的可能。藉著將自由意志與因果關係的概念連動，建立一個新

的框架，我們能夠跳脫過往的窠臼，重新設定關於自由意志的問題，進而更加切實地

掌握此一概念。

「自然演化」？「後天教養」？

　　在結束關於自由意志的討論以後，主持人轉向另一個問題：人類的認知系統發展

到今日的高度，究竟是自然演化的結果，還是受到社會形塑的？人類的認知系統相對

於其它物種，顯然是最完整的，我們憑藉著這樣複雜的認知系統，建立起了現今的人

類文明。一個觀點指出：其它物種也可能發展出文化，只是他們的認知系統還沒有演

化到人類的水準。換句話說，人類和其它物種並沒有本質上的區別，只是在演化上早

於其它物種，進而發展出了文化。換作是不同的物種，只要有了足夠的時間，牠們也

能夠自然演化出相同的認知結構，建立自己的文化。抱持相對觀點的人則主張：人的

認知系統受到社會後天教養的形塑，不是依循自然法則演化而成的。因此，動物的認

知系統不能演化到與人類的認知系統相類似。如果我們要討論心智多樣性的概念，勢

必要處理演化歷程的多樣性問題。因此，我們也就必須釐清生物演化是否有不同的可

能性。講者在此仍然先對問題進行釐清：先天後天並不是一個恰當的區分。現代的人

類仍然處在演化的過程之中，並不是有什麼外力去操縱這樣的演化進程。換句話說，

問題中所提到的形塑人類認知系統的外部要素事實上並不在演化歷程之外，而應該被

當成這個歷程的一部分來看待。因此，縱使人類和動物的演化進程確有不同，也不應

理解成是受到外部因素的形塑。我們可以將問題重新聚焦在人類的演化和其它生物的

相異之處。我們從單一的細胞長成動物，再發展出文化，成為了現今的人類。在這個

歷程中，文化是至關重要的一個因素。它影響了人類的演化歷程，使人類有了不同的

價值體系和道德觀點。這樣的多元價值與生物上的多樣性、生存環境的多樣性等各種

概念統合以後，能夠讓我們推演出現代的心智多樣性概念，形成了當代社會的多元風

貌。我們甚至可以說當代的科學理論也深受這樣的心智多樣性影響，而應該被視作多

樣性的產物。這樣的理解讓我們能夠更明確地勾勒出關於演化進程的完整圖像。在這

樣的背景脈絡之下，比較人類與動物演化歷程的差異才有意義。

如何建立價值一體或社會共識？對腦神經科學的啟發？

　　主持人的最後一個問題討論到公民哲學的具體應用：在這個心智多樣的社會中，

成員們能夠如何建立共同的價值體系，尋求成員之間的共識？而這個建立共識的方

式，是不是能夠對科學研究、特別是腦神經科學有一些啟發？換句話說，我們能不能

將公民哲學中討論的人類社群類比腦神經網絡，進而以人類社群中消弭歧見的方式指

引腦科學研究？講者在具體討論共識凝聚的方式以前，先進行了單位的界定：微觀的

社會網絡包括一個個體的腦細胞以及神經網絡，而宏觀的網絡則包含許多人類個體，

比如臺灣社會。無論微觀巨觀，這些網絡通常都處在一個不斷變化的狀態，既有的結

構會持續地面對衝突、甚至瀕臨崩解，再從這樣衝突的狀態漸漸地趨於穩定平衡。宏

觀和微觀兩類不同的網絡在運作上或許有可以互相類比的地方．不過兩者之間的連結

仍然不是非常明確。由於兩類網絡之間的連結未被完整建立，它們分別具有的性質也

不見得能夠指出另一者所具有的性質。因此，關於人際網絡的研究成果不見得能夠全

盤套用到腦神經科學的研究。這兩者之間存在的關聯性必須要在特定的觀點之下討論

才能產生意義。雖然如此，我們仍然能夠深入地討論共識建立的過程。當我們面對相

互衝突的價值觀點時，我們可以援引德沃金的理論，在這些衝突中努力地追本溯源，

找到對立各方共通的價值基礎。這樣的基礎能夠讓我們在各種衝突中連結對立各方所

捍衛的價值，進而逐步建立能夠相互融通的價值觀點。我們應當擷取不同價值觀點的

根本關懷，將其與自身所遵循的價值觀點連結，從而建立能包容相異觀點的價值體

系。這樣凝聚共識的過程仰賴民主政體的良好運作。如果爭論的不同群體能夠反思不

同的價值觀點，細緻地體察其動機，這個社會就可能建立起一個共享的價值觀點，進

而以其為依循，消解或至少減輕社會中不同價值觀的衝突。

與談人分享與討論

　　在主持人提出四個問題，勾勒出公民哲學的大致輪廓以後，三位與談人也從不同

角度切入，圍繞著心智多樣性的問題進行延伸討論。洪研究員先簡單地回顧了近年的

相關研究，佐證意識可能不必以腦細胞作為載體。一個具體的例子是植物的生命歷

程。一般而言，我們不認為植物具有意識。晚近的研究卻指出：如果我們將時間軸拉

長，以巨觀的角度審視植物數百年的生命歷程，那麼植物也可能具備某種程度的意

識。這樣的發現讓我們在相關領域的研究上有了更大的反思空間。如果我們接受植物

也能擁有某種程度的意識，我們就會連帶認為意識可以不依附大腦活動產生。在晚近

關於人工智能的研究正是指出了這一點：智能不一定只能被大腦及其活動所體現，而

也可能以其它物質作為載體。這樣的想法帶出了一個更深層的問題：沒有大腦的物體

是否仍然能夠具備理性？在過往的研究中，我們知道單細胞生物也可能展現某種程度

的理性能力，因此，擁有大腦似乎不是具備理性的必要條件。以此做為起點，我們能

夠重新反思理性此一概念，釐清其必要條件。另一個相關的問題是：當意識的載體可

以是植物、甚至是不被當成生物的機械，我們是否就有了新的理由支持心智哲學中的

泛靈論，進而接受一種新的世界觀？這些提問都值得我們進一步探究。

　　甘博士的提問則主要著眼於公民哲學的政治面向，企圖釐清公民哲學此一計畫是

否在規範性的根源上補足了羅爾斯理論體系的不足之處。對此，主講人重新陳述了他

的基本立場：在這個心智多樣的年代，審視他人理論的重要性並不在於駁斥或質疑，

而是要找到理論的優點，提取其核心要旨，轉化融入自己對世界的理解中。因此，公

民哲學這樣的研究計畫並不以駁斥羅爾斯的政治哲學為主要目的，但確實對既有的理

論做出了一定程度的修正。羅爾斯面對著二戰以後的美國與世界局勢，企圖從自由平

等的公民地位提出對世界的理解，並努力地找尋改善世界、使得不同群體能夠互惠合

作的方式。當時他所身處的美國社會已經爆發了各樣的深度歧見，面對這樣的景況，

他主張將深度歧見的問題轉化成為權衡問題，並在未能獲致共識的時候，以共同接受

的程序做出公共決策。然而，羅爾斯並沒有真的面對深度歧見帶來的價值衝突，深度

歧見所帶來問題無法被轉移成權衡問題，因此難以消弭。我們應該做的不單只是依循

羅爾斯的作法，將某些深度歧見轉移成權衡問題，而更應該尋找主導自己所處社會的

核心價值，並以此價值為根本，盡最大的可能去緩解衝突。以臺灣來說，社會仍然以

傳承自東亞文化的儒學傳統為價值基礎，我們可以奠基於這樣的古典價值體系，追溯

臺灣社會的價值演化的過程，再重新思考我們必須要容納的不同價值觀點，進而形塑

當代的價值體系。這個過程可能非常艱難，甚至無法完成。我們能做的便是盡可能地

推動這樣的進程，致力於緩解衝突，讓價值立場迥異的不同群體能夠共存。

　　博士生官科宏對於心智多樣性的概念本身進行了反思，而特別著重在此一概念與

生物多樣性的比較：生物多樣性能夠保障演化的多元性，從而有益於族群的存續，心

智多樣性是不是具有相同的價值？如果不是的話，心智多樣性的價值又在哪裡？主講

人對此提出的解釋是：以生物多樣性類比心智多樣性是為了要展顯心智多樣性所包含

的文化面向。在討論生物群體的演化具有多樣性的時候，我們應該要將生物的棲地一

併納入考慮，當成影響物種演化過程的一個關鍵要素；相同的，在討論人類如何演化

出多樣的價值觀點的時候，我們也應該把不同族群身處的文化背景和外在條件納入考

量。文化可能生長在草原上、群山之間、或是半島海邊，相異的生存條件會使得文化

發展出不同的特徵，進而發展出不同的價值體系。以臺灣面臨的情況來說，我們需要

釐清的是東亞文化圈中各個不同的文化體如何分開發展，又如何與其它文化體接觸、

發生衝突與摩擦、進而相互影響。是在這樣的脈絡下，生物多樣性的概念才被拿來與

心智多樣性相類比。既然提到了文明之間的接觸與衝突，主講人也就順帶談到了容納

多元價值所需要付出的代價。民主社會如果要容納不同的價值觀，社會中的每個群體

就都必須要耗費溝通和理解的成本，才能夠在面對深度歧見問題時努力地了解不同的

價值觀。臺灣社會中有許多人只明白多元價值的優點，而忽略了捍衛多元價值要付出

的代價。在我們身處的多元時代中，已經很難全盤否定特定的價值觀。我們所能做的

應該是考察其它價值觀的良善動機，進而進行調和。

　　在此提到的另一個問題是：我們在尋求共識的時候，必須要找到價值觀的載體。

我們要怎麼樣確實地劃界，找到合適的群體？如果群體規模很小，是不是仍然要和這

樣的價值觀進行調解？另外，我們希望建立的是什麼樣的共識？是共同接受特定的程

序，還是要產生統一的信念？對此，主講人重新釐清了研究計畫的目標：由於共識建

立的過程難免受到權力的影響，我們可以不必聚焦在共識建立之上。如果我們接受心

智有多樣性，衝突無法避免，我們就不必將建立共識當成公共政策的目標。重點還是

在於讓不同群體在共同接受的規範框架之下做出共同的決定。在深度歧見中，光是要

完成這一步驟就非常困難。我們只能透過程序盡可能地進行裁決，並且體認到這樣做

出的裁決並不是群體的共識。如此一來，深度歧見以及伴隨而來的價值衝突或許仍然

會存在，但我們能夠盡可能地防止衝突過度惡化，進而防止社會的崩解。哲學家在此

的工作便是釐清不同群體的價值觀，考察其源流，再致力將其重新和其它價值觀融

通。在價值群體應該具有多大規模此一問題上，主講人認為：如果我們考慮的是一個

長時間的價值調節歷程，那麼在某個當下，價值載體過小就不會是問題。社會應該包

容這樣的小型群體，給予適當的發展空間。如果經過長期的演化以後，這樣小規模的

價值群體逐漸發展茁壯，那就表示其價值觀點被許多人給接受，其它群體中的成員因

此必須要與這個新興群體進行衝突的調解。

　　鄧所長的公民哲學研究計畫從當代社會心智多樣性的概念出發，一方面向後追

溯，爬梳當代社會價值多元的歷史成因；另一方面從此一概念出發，討論社會中面對

深度歧見的個人應該如何盡可能消弭歧見，進而緩解衝突，維繫社會整體穩定。與談

人也分別從自身所學出發，反思哲學的其它子領域能夠以何種方式與公民哲學互動。

公民哲學從而為當代哲學研究提供了一個宏觀的想像，提出當代哲學研究的一個可能

方向，讓不同領域的哲學工作者們能夠在此框架之下定位自己工作的目標，而能更仔

細地釐清己身研究計畫的意義。

主講人與與談人對談熱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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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生之動：心智與詩思的交談」系列講座的哲學圓桌論壇邀請中央研究院歐

美研究所鄧育仁所長主講，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陳思廷所長主持，並由歐美研究所洪

子偉副研究員、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學者甘偵蓉博士以及倫敦政經學

院哲學系博士生官科宏擔任與談人。在此次論壇中，鄧所長從多年來在公民哲學領域

的研究出發，以心智多樣性的概念作為核心，對形上學、腦神經科學、心智哲學和社

會哲學中的許多重要論題提出了深具洞見的觀察與反思。

意識在何處產生？

　　對談以主持人提出的一個基本問題開始：意識在哪裡出現？這個問題在腦神經科

學的研究中一直佔據重要的地位，科學家們透過各種研究，企圖找到意識生成的位

置。公民哲學中的心智多樣性概念能如何讓我們對此一問題提供更完整的答案？換句

話說，假使我們接受了心智多樣性的概念，我們如何回答意識的生成問題？在回答此

一問題之前，主講人先對相關的背景知識進行了初步的釐清：科學界對意識生成的問

題還沒有明確的答案，但一般會將意識當作腦部活動的衍生物。這樣的主張得到許多

實際的觀察結果佐證。舉例來說，當一個人的腦部受到損傷，他的意識活動就很可能

受到影響。基於這樣的發現，心理學家和腦神經科學家傾向於假設意識產生在人類的

腦部，進而在這樣假設之上開展其研究。如果我們從公民哲學的角度出發，我們能對

意識提出一個更抽象而普遍的說明：意識應當被當作一種生命現象，伴隨著生命的活

動出現。因此，它不該只被單純地當作腦部活動的衍生物，而也應該涵蓋荷爾蒙的分

泌及作用，個體所處的生態系等其它外部條件。我們所有的主觀經驗－包括疼痛、視

覺、以及對其它事物的具體經驗－都是這類生命活動的產物。在形塑意識這個概念的

時候，大腦和神經系統固然是一個重要的器官。但在大腦以外，生命活動發生的場域

和具體情境也應該納入考量。因此，我們應該擴張意識的定義，將身體與外在世界的

互動關係也都當成是意識的構成要素，才能夠對此一概念有更全盤的掌握。

人是否具有自由意志？

　　接續關於意識的討論，對談的焦點轉移到了在公民哲學框架下對自由意志的說

明。主持人提問道：某些認知科學家的研究顯示人類具有主動了解，進而解讀外在世

界，預測將來的能力。這樣的主動性是否能夠佐證自由意志的存在？在公民哲學中也

有關於自由意志的討論，是否可能和認知科學理論中人類所具有的主體性相互闡發？

主講人在此抱持一個較為保守的立場：從認識世界的主動性到自由意志的存在兩個命

題之間仍然存在著許多解釋上的空缺。過往關於自由意志的討論面對一個兩難：當個

體做出一個選擇的時候，這個選擇是被當下所有的條件所決定的，因而不能被視作是

自由意志的產物；假使這個選擇並不是被特定條件決定，而是隨機出現的，那這樣的

選擇也並非出於個體的自由意志。因此，不管事件是否由過往條件決定，都不能作為

自由意志存在的證明。面對此一難題，哲學家所提出的理論都僅僅是轉化問題，將關

於自由意志的問題用更加複雜的概念解決，而未能觸及關於此概念的核心問題。有鑑

於過往理論的侷限，主講人提出一種連動的觀點：我們是否有選擇的自由，取決於我

們所身處的因果系統。人類在採取特定行為的時候，必須要考慮到其所在的因果網

絡。我們因此應當思考：是怎麼樣的條件聚合，使得一個個體處在面臨選擇的境地？

在釐清此一問題以後，我們才能夠進一步追問：在這樣的背景條件和因果網絡之下，

個體究竟有多大的選擇空間？換句話說，個體做出選擇的空間取決於我們接受的因果

性概念；在討論自由意志的時候，不應該將個體的選擇當作外於因果鏈的事件，而應

該將其視為因果鏈的一部分，進而討論個人在其中做出選擇的空間，自由意志在這樣

的框架底下也才有存在的可能。藉著將自由意志與因果關係的概念連動，建立一個新

的框架，我們能夠跳脫過往的窠臼，重新設定關於自由意志的問題，進而更加切實地

掌握此一概念。

「自然演化」？「後天教養」？

　　在結束關於自由意志的討論以後，主持人轉向另一個問題：人類的認知系統發展

到今日的高度，究竟是自然演化的結果，還是受到社會形塑的？人類的認知系統相對

於其它物種，顯然是最完整的，我們憑藉著這樣複雜的認知系統，建立起了現今的人

類文明。一個觀點指出：其它物種也可能發展出文化，只是他們的認知系統還沒有演

化到人類的水準。換句話說，人類和其它物種並沒有本質上的區別，只是在演化上早

於其它物種，進而發展出了文化。換作是不同的物種，只要有了足夠的時間，牠們也

能夠自然演化出相同的認知結構，建立自己的文化。抱持相對觀點的人則主張：人的

認知系統受到社會後天教養的形塑，不是依循自然法則演化而成的。因此，動物的認

知系統不能演化到與人類的認知系統相類似。如果我們要討論心智多樣性的概念，勢

必要處理演化歷程的多樣性問題。因此，我們也就必須釐清生物演化是否有不同的可

能性。講者在此仍然先對問題進行釐清：先天後天並不是一個恰當的區分。現代的人

類仍然處在演化的過程之中，並不是有什麼外力去操縱這樣的演化進程。換句話說，

問題中所提到的形塑人類認知系統的外部要素事實上並不在演化歷程之外，而應該被

當成這個歷程的一部分來看待。因此，縱使人類和動物的演化進程確有不同，也不應

理解成是受到外部因素的形塑。我們可以將問題重新聚焦在人類的演化和其它生物的

相異之處。我們從單一的細胞長成動物，再發展出文化，成為了現今的人類。在這個

歷程中，文化是至關重要的一個因素。它影響了人類的演化歷程，使人類有了不同的

價值體系和道德觀點。這樣的多元價值與生物上的多樣性、生存環境的多樣性等各種

概念統合以後，能夠讓我們推演出現代的心智多樣性概念，形成了當代社會的多元風

貌。我們甚至可以說當代的科學理論也深受這樣的心智多樣性影響，而應該被視作多

樣性的產物。這樣的理解讓我們能夠更明確地勾勒出關於演化進程的完整圖像。在這

樣的背景脈絡之下，比較人類與動物演化歷程的差異才有意義。

如何建立價值一體或社會共識？對腦神經科學的啟發？

　　主持人的最後一個問題討論到公民哲學的具體應用：在這個心智多樣的社會中，

成員們能夠如何建立共同的價值體系，尋求成員之間的共識？而這個建立共識的方

式，是不是能夠對科學研究、特別是腦神經科學有一些啟發？換句話說，我們能不能

將公民哲學中討論的人類社群類比腦神經網絡，進而以人類社群中消弭歧見的方式指

引腦科學研究？講者在具體討論共識凝聚的方式以前，先進行了單位的界定：微觀的

社會網絡包括一個個體的腦細胞以及神經網絡，而宏觀的網絡則包含許多人類個體，

比如臺灣社會。無論微觀巨觀，這些網絡通常都處在一個不斷變化的狀態，既有的結

構會持續地面對衝突、甚至瀕臨崩解，再從這樣衝突的狀態漸漸地趨於穩定平衡。宏

觀和微觀兩類不同的網絡在運作上或許有可以互相類比的地方．不過兩者之間的連結

仍然不是非常明確。由於兩類網絡之間的連結未被完整建立，它們分別具有的性質也

不見得能夠指出另一者所具有的性質。因此，關於人際網絡的研究成果不見得能夠全

盤套用到腦神經科學的研究。這兩者之間存在的關聯性必須要在特定的觀點之下討論

才能產生意義。雖然如此，我們仍然能夠深入地討論共識建立的過程。當我們面對相

互衝突的價值觀點時，我們可以援引德沃金的理論，在這些衝突中努力地追本溯源，

找到對立各方共通的價值基礎。這樣的基礎能夠讓我們在各種衝突中連結對立各方所

捍衛的價值，進而逐步建立能夠相互融通的價值觀點。我們應當擷取不同價值觀點的

根本關懷，將其與自身所遵循的價值觀點連結，從而建立能包容相異觀點的價值體

系。這樣凝聚共識的過程仰賴民主政體的良好運作。如果爭論的不同群體能夠反思不

同的價值觀點，細緻地體察其動機，這個社會就可能建立起一個共享的價值觀點，進

而以其為依循，消解或至少減輕社會中不同價值觀的衝突。

與談人分享與討論

　　在主持人提出四個問題，勾勒出公民哲學的大致輪廓以後，三位與談人也從不同

角度切入，圍繞著心智多樣性的問題進行延伸討論。洪研究員先簡單地回顧了近年的

相關研究，佐證意識可能不必以腦細胞作為載體。一個具體的例子是植物的生命歷

程。一般而言，我們不認為植物具有意識。晚近的研究卻指出：如果我們將時間軸拉

長，以巨觀的角度審視植物數百年的生命歷程，那麼植物也可能具備某種程度的意

識。這樣的發現讓我們在相關領域的研究上有了更大的反思空間。如果我們接受植物

也能擁有某種程度的意識，我們就會連帶認為意識可以不依附大腦活動產生。在晚近

關於人工智能的研究正是指出了這一點：智能不一定只能被大腦及其活動所體現，而

也可能以其它物質作為載體。這樣的想法帶出了一個更深層的問題：沒有大腦的物體

是否仍然能夠具備理性？在過往的研究中，我們知道單細胞生物也可能展現某種程度

的理性能力，因此，擁有大腦似乎不是具備理性的必要條件。以此做為起點，我們能

夠重新反思理性此一概念，釐清其必要條件。另一個相關的問題是：當意識的載體可

以是植物、甚至是不被當成生物的機械，我們是否就有了新的理由支持心智哲學中的

泛靈論，進而接受一種新的世界觀？這些提問都值得我們進一步探究。

　　甘博士的提問則主要著眼於公民哲學的政治面向，企圖釐清公民哲學此一計畫是

否在規範性的根源上補足了羅爾斯理論體系的不足之處。對此，主講人重新陳述了他

的基本立場：在這個心智多樣的年代，審視他人理論的重要性並不在於駁斥或質疑，

而是要找到理論的優點，提取其核心要旨，轉化融入自己對世界的理解中。因此，公

民哲學這樣的研究計畫並不以駁斥羅爾斯的政治哲學為主要目的，但確實對既有的理

論做出了一定程度的修正。羅爾斯面對著二戰以後的美國與世界局勢，企圖從自由平

等的公民地位提出對世界的理解，並努力地找尋改善世界、使得不同群體能夠互惠合

作的方式。當時他所身處的美國社會已經爆發了各樣的深度歧見，面對這樣的景況，

他主張將深度歧見的問題轉化成為權衡問題，並在未能獲致共識的時候，以共同接受

的程序做出公共決策。然而，羅爾斯並沒有真的面對深度歧見帶來的價值衝突，深度

歧見所帶來問題無法被轉移成權衡問題，因此難以消弭。我們應該做的不單只是依循

羅爾斯的作法，將某些深度歧見轉移成權衡問題，而更應該尋找主導自己所處社會的

核心價值，並以此價值為根本，盡最大的可能去緩解衝突。以臺灣來說，社會仍然以

傳承自東亞文化的儒學傳統為價值基礎，我們可以奠基於這樣的古典價值體系，追溯

臺灣社會的價值演化的過程，再重新思考我們必須要容納的不同價值觀點，進而形塑

當代的價值體系。這個過程可能非常艱難，甚至無法完成。我們能做的便是盡可能地

推動這樣的進程，致力於緩解衝突，讓價值立場迥異的不同群體能夠共存。

　　博士生官科宏對於心智多樣性的概念本身進行了反思，而特別著重在此一概念與

生物多樣性的比較：生物多樣性能夠保障演化的多元性，從而有益於族群的存續，心

智多樣性是不是具有相同的價值？如果不是的話，心智多樣性的價值又在哪裡？主講

人對此提出的解釋是：以生物多樣性類比心智多樣性是為了要展顯心智多樣性所包含

的文化面向。在討論生物群體的演化具有多樣性的時候，我們應該要將生物的棲地一

併納入考慮，當成影響物種演化過程的一個關鍵要素；相同的，在討論人類如何演化

出多樣的價值觀點的時候，我們也應該把不同族群身處的文化背景和外在條件納入考

量。文化可能生長在草原上、群山之間、或是半島海邊，相異的生存條件會使得文化

發展出不同的特徵，進而發展出不同的價值體系。以臺灣面臨的情況來說，我們需要

釐清的是東亞文化圈中各個不同的文化體如何分開發展，又如何與其它文化體接觸、

發生衝突與摩擦、進而相互影響。是在這樣的脈絡下，生物多樣性的概念才被拿來與

心智多樣性相類比。既然提到了文明之間的接觸與衝突，主講人也就順帶談到了容納

多元價值所需要付出的代價。民主社會如果要容納不同的價值觀，社會中的每個群體

就都必須要耗費溝通和理解的成本，才能夠在面對深度歧見問題時努力地了解不同的

價值觀。臺灣社會中有許多人只明白多元價值的優點，而忽略了捍衛多元價值要付出

的代價。在我們身處的多元時代中，已經很難全盤否定特定的價值觀。我們所能做的

應該是考察其它價值觀的良善動機，進而進行調和。

　　在此提到的另一個問題是：我們在尋求共識的時候，必須要找到價值觀的載體。

我們要怎麼樣確實地劃界，找到合適的群體？如果群體規模很小，是不是仍然要和這

樣的價值觀進行調解？另外，我們希望建立的是什麼樣的共識？是共同接受特定的程

序，還是要產生統一的信念？對此，主講人重新釐清了研究計畫的目標：由於共識建

立的過程難免受到權力的影響，我們可以不必聚焦在共識建立之上。如果我們接受心

智有多樣性，衝突無法避免，我們就不必將建立共識當成公共政策的目標。重點還是

在於讓不同群體在共同接受的規範框架之下做出共同的決定。在深度歧見中，光是要

完成這一步驟就非常困難。我們只能透過程序盡可能地進行裁決，並且體認到這樣做

出的裁決並不是群體的共識。如此一來，深度歧見以及伴隨而來的價值衝突或許仍然

會存在，但我們能夠盡可能地防止衝突過度惡化，進而防止社會的崩解。哲學家在此

的工作便是釐清不同群體的價值觀，考察其源流，再致力將其重新和其它價值觀融

通。在價值群體應該具有多大規模此一問題上，主講人認為：如果我們考慮的是一個

長時間的價值調節歷程，那麼在某個當下，價值載體過小就不會是問題。社會應該包

容這樣的小型群體，給予適當的發展空間。如果經過長期的演化以後，這樣小規模的

價值群體逐漸發展茁壯，那就表示其價值觀點被許多人給接受，其它群體中的成員因

此必須要與這個新興群體進行衝突的調解。

　　鄧所長的公民哲學研究計畫從當代社會心智多樣性的概念出發，一方面向後追

溯，爬梳當代社會價值多元的歷史成因；另一方面從此一概念出發，討論社會中面對

深度歧見的個人應該如何盡可能消弭歧見，進而緩解衝突，維繫社會整體穩定。與談

人也分別從自身所學出發，反思哲學的其它子領域能夠以何種方式與公民哲學互動。

公民哲學從而為當代哲學研究提供了一個宏觀的想像，提出當代哲學研究的一個可能

方向，讓不同領域的哲學工作者們能夠在此框架之下定位自己工作的目標，而能更仔

細地釐清己身研究計畫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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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生之動：心智與詩思的交談」系列講座的哲學圓桌論壇邀請中央研究院歐

美研究所鄧育仁所長主講，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陳思廷所長主持，並由歐美研究所洪

子偉副研究員、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學者甘偵蓉博士以及倫敦政經學

院哲學系博士生官科宏擔任與談人。在此次論壇中，鄧所長從多年來在公民哲學領域

的研究出發，以心智多樣性的概念作為核心，對形上學、腦神經科學、心智哲學和社

會哲學中的許多重要論題提出了深具洞見的觀察與反思。

意識在何處產生？

　　對談以主持人提出的一個基本問題開始：意識在哪裡出現？這個問題在腦神經科

學的研究中一直佔據重要的地位，科學家們透過各種研究，企圖找到意識生成的位

置。公民哲學中的心智多樣性概念能如何讓我們對此一問題提供更完整的答案？換句

話說，假使我們接受了心智多樣性的概念，我們如何回答意識的生成問題？在回答此

一問題之前，主講人先對相關的背景知識進行了初步的釐清：科學界對意識生成的問

題還沒有明確的答案，但一般會將意識當作腦部活動的衍生物。這樣的主張得到許多

實際的觀察結果佐證。舉例來說，當一個人的腦部受到損傷，他的意識活動就很可能

受到影響。基於這樣的發現，心理學家和腦神經科學家傾向於假設意識產生在人類的

腦部，進而在這樣假設之上開展其研究。如果我們從公民哲學的角度出發，我們能對

意識提出一個更抽象而普遍的說明：意識應當被當作一種生命現象，伴隨著生命的活

動出現。因此，它不該只被單純地當作腦部活動的衍生物，而也應該涵蓋荷爾蒙的分

泌及作用，個體所處的生態系等其它外部條件。我們所有的主觀經驗－包括疼痛、視

覺、以及對其它事物的具體經驗－都是這類生命活動的產物。在形塑意識這個概念的

時候，大腦和神經系統固然是一個重要的器官。但在大腦以外，生命活動發生的場域

和具體情境也應該納入考量。因此，我們應該擴張意識的定義，將身體與外在世界的

互動關係也都當成是意識的構成要素，才能夠對此一概念有更全盤的掌握。

人是否具有自由意志？

　　接續關於意識的討論，對談的焦點轉移到了在公民哲學框架下對自由意志的說

明。主持人提問道：某些認知科學家的研究顯示人類具有主動了解，進而解讀外在世

界，預測將來的能力。這樣的主動性是否能夠佐證自由意志的存在？在公民哲學中也

有關於自由意志的討論，是否可能和認知科學理論中人類所具有的主體性相互闡發？

主講人在此抱持一個較為保守的立場：從認識世界的主動性到自由意志的存在兩個命

題之間仍然存在著許多解釋上的空缺。過往關於自由意志的討論面對一個兩難：當個

體做出一個選擇的時候，這個選擇是被當下所有的條件所決定的，因而不能被視作是

自由意志的產物；假使這個選擇並不是被特定條件決定，而是隨機出現的，那這樣的

選擇也並非出於個體的自由意志。因此，不管事件是否由過往條件決定，都不能作為

自由意志存在的證明。面對此一難題，哲學家所提出的理論都僅僅是轉化問題，將關

於自由意志的問題用更加複雜的概念解決，而未能觸及關於此概念的核心問題。有鑑

於過往理論的侷限，主講人提出一種連動的觀點：我們是否有選擇的自由，取決於我

們所身處的因果系統。人類在採取特定行為的時候，必須要考慮到其所在的因果網

絡。我們因此應當思考：是怎麼樣的條件聚合，使得一個個體處在面臨選擇的境地？

在釐清此一問題以後，我們才能夠進一步追問：在這樣的背景條件和因果網絡之下，

個體究竟有多大的選擇空間？換句話說，個體做出選擇的空間取決於我們接受的因果

性概念；在討論自由意志的時候，不應該將個體的選擇當作外於因果鏈的事件，而應

該將其視為因果鏈的一部分，進而討論個人在其中做出選擇的空間，自由意志在這樣

的框架底下也才有存在的可能。藉著將自由意志與因果關係的概念連動，建立一個新

的框架，我們能夠跳脫過往的窠臼，重新設定關於自由意志的問題，進而更加切實地

掌握此一概念。

「自然演化」？「後天教養」？

　　在結束關於自由意志的討論以後，主持人轉向另一個問題：人類的認知系統發展

到今日的高度，究竟是自然演化的結果，還是受到社會形塑的？人類的認知系統相對

於其它物種，顯然是最完整的，我們憑藉著這樣複雜的認知系統，建立起了現今的人

類文明。一個觀點指出：其它物種也可能發展出文化，只是他們的認知系統還沒有演

化到人類的水準。換句話說，人類和其它物種並沒有本質上的區別，只是在演化上早

於其它物種，進而發展出了文化。換作是不同的物種，只要有了足夠的時間，牠們也

能夠自然演化出相同的認知結構，建立自己的文化。抱持相對觀點的人則主張：人的

認知系統受到社會後天教養的形塑，不是依循自然法則演化而成的。因此，動物的認

知系統不能演化到與人類的認知系統相類似。如果我們要討論心智多樣性的概念，勢

必要處理演化歷程的多樣性問題。因此，我們也就必須釐清生物演化是否有不同的可

能性。講者在此仍然先對問題進行釐清：先天後天並不是一個恰當的區分。現代的人

類仍然處在演化的過程之中，並不是有什麼外力去操縱這樣的演化進程。換句話說，

問題中所提到的形塑人類認知系統的外部要素事實上並不在演化歷程之外，而應該被

當成這個歷程的一部分來看待。因此，縱使人類和動物的演化進程確有不同，也不應

理解成是受到外部因素的形塑。我們可以將問題重新聚焦在人類的演化和其它生物的

相異之處。我們從單一的細胞長成動物，再發展出文化，成為了現今的人類。在這個

歷程中，文化是至關重要的一個因素。它影響了人類的演化歷程，使人類有了不同的

價值體系和道德觀點。這樣的多元價值與生物上的多樣性、生存環境的多樣性等各種

概念統合以後，能夠讓我們推演出現代的心智多樣性概念，形成了當代社會的多元風

貌。我們甚至可以說當代的科學理論也深受這樣的心智多樣性影響，而應該被視作多

樣性的產物。這樣的理解讓我們能夠更明確地勾勒出關於演化進程的完整圖像。在這

樣的背景脈絡之下，比較人類與動物演化歷程的差異才有意義。

如何建立價值一體或社會共識？對腦神經科學的啟發？

　　主持人的最後一個問題討論到公民哲學的具體應用：在這個心智多樣的社會中，

成員們能夠如何建立共同的價值體系，尋求成員之間的共識？而這個建立共識的方

式，是不是能夠對科學研究、特別是腦神經科學有一些啟發？換句話說，我們能不能

將公民哲學中討論的人類社群類比腦神經網絡，進而以人類社群中消弭歧見的方式指

引腦科學研究？講者在具體討論共識凝聚的方式以前，先進行了單位的界定：微觀的

社會網絡包括一個個體的腦細胞以及神經網絡，而宏觀的網絡則包含許多人類個體，

比如臺灣社會。無論微觀巨觀，這些網絡通常都處在一個不斷變化的狀態，既有的結

構會持續地面對衝突、甚至瀕臨崩解，再從這樣衝突的狀態漸漸地趨於穩定平衡。宏

觀和微觀兩類不同的網絡在運作上或許有可以互相類比的地方．不過兩者之間的連結

仍然不是非常明確。由於兩類網絡之間的連結未被完整建立，它們分別具有的性質也

不見得能夠指出另一者所具有的性質。因此，關於人際網絡的研究成果不見得能夠全

盤套用到腦神經科學的研究。這兩者之間存在的關聯性必須要在特定的觀點之下討論

才能產生意義。雖然如此，我們仍然能夠深入地討論共識建立的過程。當我們面對相

互衝突的價值觀點時，我們可以援引德沃金的理論，在這些衝突中努力地追本溯源，

找到對立各方共通的價值基礎。這樣的基礎能夠讓我們在各種衝突中連結對立各方所

捍衛的價值，進而逐步建立能夠相互融通的價值觀點。我們應當擷取不同價值觀點的

根本關懷，將其與自身所遵循的價值觀點連結，從而建立能包容相異觀點的價值體

系。這樣凝聚共識的過程仰賴民主政體的良好運作。如果爭論的不同群體能夠反思不

同的價值觀點，細緻地體察其動機，這個社會就可能建立起一個共享的價值觀點，進

而以其為依循，消解或至少減輕社會中不同價值觀的衝突。

與談人分享與討論

　　在主持人提出四個問題，勾勒出公民哲學的大致輪廓以後，三位與談人也從不同

角度切入，圍繞著心智多樣性的問題進行延伸討論。洪研究員先簡單地回顧了近年的

相關研究，佐證意識可能不必以腦細胞作為載體。一個具體的例子是植物的生命歷

程。一般而言，我們不認為植物具有意識。晚近的研究卻指出：如果我們將時間軸拉

長，以巨觀的角度審視植物數百年的生命歷程，那麼植物也可能具備某種程度的意

識。這樣的發現讓我們在相關領域的研究上有了更大的反思空間。如果我們接受植物

也能擁有某種程度的意識，我們就會連帶認為意識可以不依附大腦活動產生。在晚近

關於人工智能的研究正是指出了這一點：智能不一定只能被大腦及其活動所體現，而

也可能以其它物質作為載體。這樣的想法帶出了一個更深層的問題：沒有大腦的物體

是否仍然能夠具備理性？在過往的研究中，我們知道單細胞生物也可能展現某種程度

的理性能力，因此，擁有大腦似乎不是具備理性的必要條件。以此做為起點，我們能

夠重新反思理性此一概念，釐清其必要條件。另一個相關的問題是：當意識的載體可

以是植物、甚至是不被當成生物的機械，我們是否就有了新的理由支持心智哲學中的

泛靈論，進而接受一種新的世界觀？這些提問都值得我們進一步探究。

　　甘博士的提問則主要著眼於公民哲學的政治面向，企圖釐清公民哲學此一計畫是

否在規範性的根源上補足了羅爾斯理論體系的不足之處。對此，主講人重新陳述了他

的基本立場：在這個心智多樣的年代，審視他人理論的重要性並不在於駁斥或質疑，

而是要找到理論的優點，提取其核心要旨，轉化融入自己對世界的理解中。因此，公

民哲學這樣的研究計畫並不以駁斥羅爾斯的政治哲學為主要目的，但確實對既有的理

論做出了一定程度的修正。羅爾斯面對著二戰以後的美國與世界局勢，企圖從自由平

等的公民地位提出對世界的理解，並努力地找尋改善世界、使得不同群體能夠互惠合

作的方式。當時他所身處的美國社會已經爆發了各樣的深度歧見，面對這樣的景況，

他主張將深度歧見的問題轉化成為權衡問題，並在未能獲致共識的時候，以共同接受

的程序做出公共決策。然而，羅爾斯並沒有真的面對深度歧見帶來的價值衝突，深度

歧見所帶來問題無法被轉移成權衡問題，因此難以消弭。我們應該做的不單只是依循

羅爾斯的作法，將某些深度歧見轉移成權衡問題，而更應該尋找主導自己所處社會的

核心價值，並以此價值為根本，盡最大的可能去緩解衝突。以臺灣來說，社會仍然以

傳承自東亞文化的儒學傳統為價值基礎，我們可以奠基於這樣的古典價值體系，追溯

臺灣社會的價值演化的過程，再重新思考我們必須要容納的不同價值觀點，進而形塑

當代的價值體系。這個過程可能非常艱難，甚至無法完成。我們能做的便是盡可能地

推動這樣的進程，致力於緩解衝突，讓價值立場迥異的不同群體能夠共存。

　　博士生官科宏對於心智多樣性的概念本身進行了反思，而特別著重在此一概念與

生物多樣性的比較：生物多樣性能夠保障演化的多元性，從而有益於族群的存續，心

智多樣性是不是具有相同的價值？如果不是的話，心智多樣性的價值又在哪裡？主講

人對此提出的解釋是：以生物多樣性類比心智多樣性是為了要展顯心智多樣性所包含

的文化面向。在討論生物群體的演化具有多樣性的時候，我們應該要將生物的棲地一

併納入考慮，當成影響物種演化過程的一個關鍵要素；相同的，在討論人類如何演化

出多樣的價值觀點的時候，我們也應該把不同族群身處的文化背景和外在條件納入考

量。文化可能生長在草原上、群山之間、或是半島海邊，相異的生存條件會使得文化

發展出不同的特徵，進而發展出不同的價值體系。以臺灣面臨的情況來說，我們需要

釐清的是東亞文化圈中各個不同的文化體如何分開發展，又如何與其它文化體接觸、

發生衝突與摩擦、進而相互影響。是在這樣的脈絡下，生物多樣性的概念才被拿來與

心智多樣性相類比。既然提到了文明之間的接觸與衝突，主講人也就順帶談到了容納

多元價值所需要付出的代價。民主社會如果要容納不同的價值觀，社會中的每個群體

就都必須要耗費溝通和理解的成本，才能夠在面對深度歧見問題時努力地了解不同的

價值觀。臺灣社會中有許多人只明白多元價值的優點，而忽略了捍衛多元價值要付出

的代價。在我們身處的多元時代中，已經很難全盤否定特定的價值觀。我們所能做的

應該是考察其它價值觀的良善動機，進而進行調和。

　　在此提到的另一個問題是：我們在尋求共識的時候，必須要找到價值觀的載體。

我們要怎麼樣確實地劃界，找到合適的群體？如果群體規模很小，是不是仍然要和這

樣的價值觀進行調解？另外，我們希望建立的是什麼樣的共識？是共同接受特定的程

序，還是要產生統一的信念？對此，主講人重新釐清了研究計畫的目標：由於共識建

立的過程難免受到權力的影響，我們可以不必聚焦在共識建立之上。如果我們接受心

智有多樣性，衝突無法避免，我們就不必將建立共識當成公共政策的目標。重點還是

在於讓不同群體在共同接受的規範框架之下做出共同的決定。在深度歧見中，光是要

完成這一步驟就非常困難。我們只能透過程序盡可能地進行裁決，並且體認到這樣做

出的裁決並不是群體的共識。如此一來，深度歧見以及伴隨而來的價值衝突或許仍然

會存在，但我們能夠盡可能地防止衝突過度惡化，進而防止社會的崩解。哲學家在此

的工作便是釐清不同群體的價值觀，考察其源流，再致力將其重新和其它價值觀融

通。在價值群體應該具有多大規模此一問題上，主講人認為：如果我們考慮的是一個

長時間的價值調節歷程，那麼在某個當下，價值載體過小就不會是問題。社會應該包

容這樣的小型群體，給予適當的發展空間。如果經過長期的演化以後，這樣小規模的

價值群體逐漸發展茁壯，那就表示其價值觀點被許多人給接受，其它群體中的成員因

此必須要與這個新興群體進行衝突的調解。

　　鄧所長的公民哲學研究計畫從當代社會心智多樣性的概念出發，一方面向後追

溯，爬梳當代社會價值多元的歷史成因；另一方面從此一概念出發，討論社會中面對

深度歧見的個人應該如何盡可能消弭歧見，進而緩解衝突，維繫社會整體穩定。與談

人也分別從自身所學出發，反思哲學的其它子領域能夠以何種方式與公民哲學互動。

公民哲學從而為當代哲學研究提供了一個宏觀的想像，提出當代哲學研究的一個可能

方向，讓不同領域的哲學工作者們能夠在此框架之下定位自己工作的目標，而能更仔

細地釐清己身研究計畫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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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生之動：心智與詩思的交談」系列講座的哲學圓桌論壇邀請中央研究院歐

美研究所鄧育仁所長主講，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陳思廷所長主持，並由歐美研究所洪

子偉副研究員、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學者甘偵蓉博士以及倫敦政經學

院哲學系博士生官科宏擔任與談人。在此次論壇中，鄧所長從多年來在公民哲學領域

的研究出發，以心智多樣性的概念作為核心，對形上學、腦神經科學、心智哲學和社

會哲學中的許多重要論題提出了深具洞見的觀察與反思。

意識在何處產生？

　　對談以主持人提出的一個基本問題開始：意識在哪裡出現？這個問題在腦神經科

學的研究中一直佔據重要的地位，科學家們透過各種研究，企圖找到意識生成的位

置。公民哲學中的心智多樣性概念能如何讓我們對此一問題提供更完整的答案？換句

話說，假使我們接受了心智多樣性的概念，我們如何回答意識的生成問題？在回答此

一問題之前，主講人先對相關的背景知識進行了初步的釐清：科學界對意識生成的問

題還沒有明確的答案，但一般會將意識當作腦部活動的衍生物。這樣的主張得到許多

實際的觀察結果佐證。舉例來說，當一個人的腦部受到損傷，他的意識活動就很可能

受到影響。基於這樣的發現，心理學家和腦神經科學家傾向於假設意識產生在人類的

腦部，進而在這樣假設之上開展其研究。如果我們從公民哲學的角度出發，我們能對

意識提出一個更抽象而普遍的說明：意識應當被當作一種生命現象，伴隨著生命的活

動出現。因此，它不該只被單純地當作腦部活動的衍生物，而也應該涵蓋荷爾蒙的分

泌及作用，個體所處的生態系等其它外部條件。我們所有的主觀經驗－包括疼痛、視

覺、以及對其它事物的具體經驗－都是這類生命活動的產物。在形塑意識這個概念的

時候，大腦和神經系統固然是一個重要的器官。但在大腦以外，生命活動發生的場域

和具體情境也應該納入考量。因此，我們應該擴張意識的定義，將身體與外在世界的

互動關係也都當成是意識的構成要素，才能夠對此一概念有更全盤的掌握。

人是否具有自由意志？

　　接續關於意識的討論，對談的焦點轉移到了在公民哲學框架下對自由意志的說

明。主持人提問道：某些認知科學家的研究顯示人類具有主動了解，進而解讀外在世

界，預測將來的能力。這樣的主動性是否能夠佐證自由意志的存在？在公民哲學中也

有關於自由意志的討論，是否可能和認知科學理論中人類所具有的主體性相互闡發？

主講人在此抱持一個較為保守的立場：從認識世界的主動性到自由意志的存在兩個命

題之間仍然存在著許多解釋上的空缺。過往關於自由意志的討論面對一個兩難：當個

體做出一個選擇的時候，這個選擇是被當下所有的條件所決定的，因而不能被視作是

自由意志的產物；假使這個選擇並不是被特定條件決定，而是隨機出現的，那這樣的

選擇也並非出於個體的自由意志。因此，不管事件是否由過往條件決定，都不能作為

自由意志存在的證明。面對此一難題，哲學家所提出的理論都僅僅是轉化問題，將關

於自由意志的問題用更加複雜的概念解決，而未能觸及關於此概念的核心問題。有鑑

於過往理論的侷限，主講人提出一種連動的觀點：我們是否有選擇的自由，取決於我

們所身處的因果系統。人類在採取特定行為的時候，必須要考慮到其所在的因果網

絡。我們因此應當思考：是怎麼樣的條件聚合，使得一個個體處在面臨選擇的境地？

在釐清此一問題以後，我們才能夠進一步追問：在這樣的背景條件和因果網絡之下，

個體究竟有多大的選擇空間？換句話說，個體做出選擇的空間取決於我們接受的因果

性概念；在討論自由意志的時候，不應該將個體的選擇當作外於因果鏈的事件，而應

該將其視為因果鏈的一部分，進而討論個人在其中做出選擇的空間，自由意志在這樣

的框架底下也才有存在的可能。藉著將自由意志與因果關係的概念連動，建立一個新

的框架，我們能夠跳脫過往的窠臼，重新設定關於自由意志的問題，進而更加切實地

掌握此一概念。

「自然演化」？「後天教養」？

　　在結束關於自由意志的討論以後，主持人轉向另一個問題：人類的認知系統發展

到今日的高度，究竟是自然演化的結果，還是受到社會形塑的？人類的認知系統相對

於其它物種，顯然是最完整的，我們憑藉著這樣複雜的認知系統，建立起了現今的人

類文明。一個觀點指出：其它物種也可能發展出文化，只是他們的認知系統還沒有演

化到人類的水準。換句話說，人類和其它物種並沒有本質上的區別，只是在演化上早

於其它物種，進而發展出了文化。換作是不同的物種，只要有了足夠的時間，牠們也

能夠自然演化出相同的認知結構，建立自己的文化。抱持相對觀點的人則主張：人的

認知系統受到社會後天教養的形塑，不是依循自然法則演化而成的。因此，動物的認

知系統不能演化到與人類的認知系統相類似。如果我們要討論心智多樣性的概念，勢

必要處理演化歷程的多樣性問題。因此，我們也就必須釐清生物演化是否有不同的可

能性。講者在此仍然先對問題進行釐清：先天後天並不是一個恰當的區分。現代的人

類仍然處在演化的過程之中，並不是有什麼外力去操縱這樣的演化進程。換句話說，

問題中所提到的形塑人類認知系統的外部要素事實上並不在演化歷程之外，而應該被

當成這個歷程的一部分來看待。因此，縱使人類和動物的演化進程確有不同，也不應

理解成是受到外部因素的形塑。我們可以將問題重新聚焦在人類的演化和其它生物的

相異之處。我們從單一的細胞長成動物，再發展出文化，成為了現今的人類。在這個

歷程中，文化是至關重要的一個因素。它影響了人類的演化歷程，使人類有了不同的

價值體系和道德觀點。這樣的多元價值與生物上的多樣性、生存環境的多樣性等各種

概念統合以後，能夠讓我們推演出現代的心智多樣性概念，形成了當代社會的多元風

貌。我們甚至可以說當代的科學理論也深受這樣的心智多樣性影響，而應該被視作多

樣性的產物。這樣的理解讓我們能夠更明確地勾勒出關於演化進程的完整圖像。在這

樣的背景脈絡之下，比較人類與動物演化歷程的差異才有意義。

如何建立價值一體或社會共識？對腦神經科學的啟發？

　　主持人的最後一個問題討論到公民哲學的具體應用：在這個心智多樣的社會中，

成員們能夠如何建立共同的價值體系，尋求成員之間的共識？而這個建立共識的方

式，是不是能夠對科學研究、特別是腦神經科學有一些啟發？換句話說，我們能不能

將公民哲學中討論的人類社群類比腦神經網絡，進而以人類社群中消弭歧見的方式指

引腦科學研究？講者在具體討論共識凝聚的方式以前，先進行了單位的界定：微觀的

社會網絡包括一個個體的腦細胞以及神經網絡，而宏觀的網絡則包含許多人類個體，

比如臺灣社會。無論微觀巨觀，這些網絡通常都處在一個不斷變化的狀態，既有的結

構會持續地面對衝突、甚至瀕臨崩解，再從這樣衝突的狀態漸漸地趨於穩定平衡。宏

觀和微觀兩類不同的網絡在運作上或許有可以互相類比的地方．不過兩者之間的連結

仍然不是非常明確。由於兩類網絡之間的連結未被完整建立，它們分別具有的性質也

不見得能夠指出另一者所具有的性質。因此，關於人際網絡的研究成果不見得能夠全

盤套用到腦神經科學的研究。這兩者之間存在的關聯性必須要在特定的觀點之下討論

才能產生意義。雖然如此，我們仍然能夠深入地討論共識建立的過程。當我們面對相

互衝突的價值觀點時，我們可以援引德沃金的理論，在這些衝突中努力地追本溯源，

找到對立各方共通的價值基礎。這樣的基礎能夠讓我們在各種衝突中連結對立各方所

捍衛的價值，進而逐步建立能夠相互融通的價值觀點。我們應當擷取不同價值觀點的

根本關懷，將其與自身所遵循的價值觀點連結，從而建立能包容相異觀點的價值體

系。這樣凝聚共識的過程仰賴民主政體的良好運作。如果爭論的不同群體能夠反思不

同的價值觀點，細緻地體察其動機，這個社會就可能建立起一個共享的價值觀點，進

而以其為依循，消解或至少減輕社會中不同價值觀的衝突。

與談人分享與討論

　　在主持人提出四個問題，勾勒出公民哲學的大致輪廓以後，三位與談人也從不同

角度切入，圍繞著心智多樣性的問題進行延伸討論。洪研究員先簡單地回顧了近年的

相關研究，佐證意識可能不必以腦細胞作為載體。一個具體的例子是植物的生命歷

程。一般而言，我們不認為植物具有意識。晚近的研究卻指出：如果我們將時間軸拉

長，以巨觀的角度審視植物數百年的生命歷程，那麼植物也可能具備某種程度的意

識。這樣的發現讓我們在相關領域的研究上有了更大的反思空間。如果我們接受植物

也能擁有某種程度的意識，我們就會連帶認為意識可以不依附大腦活動產生。在晚近

關於人工智能的研究正是指出了這一點：智能不一定只能被大腦及其活動所體現，而

也可能以其它物質作為載體。這樣的想法帶出了一個更深層的問題：沒有大腦的物體

是否仍然能夠具備理性？在過往的研究中，我們知道單細胞生物也可能展現某種程度

的理性能力，因此，擁有大腦似乎不是具備理性的必要條件。以此做為起點，我們能

夠重新反思理性此一概念，釐清其必要條件。另一個相關的問題是：當意識的載體可

以是植物、甚至是不被當成生物的機械，我們是否就有了新的理由支持心智哲學中的

泛靈論，進而接受一種新的世界觀？這些提問都值得我們進一步探究。

　　甘博士的提問則主要著眼於公民哲學的政治面向，企圖釐清公民哲學此一計畫是

否在規範性的根源上補足了羅爾斯理論體系的不足之處。對此，主講人重新陳述了他

的基本立場：在這個心智多樣的年代，審視他人理論的重要性並不在於駁斥或質疑，

而是要找到理論的優點，提取其核心要旨，轉化融入自己對世界的理解中。因此，公

民哲學這樣的研究計畫並不以駁斥羅爾斯的政治哲學為主要目的，但確實對既有的理

論做出了一定程度的修正。羅爾斯面對著二戰以後的美國與世界局勢，企圖從自由平

等的公民地位提出對世界的理解，並努力地找尋改善世界、使得不同群體能夠互惠合

作的方式。當時他所身處的美國社會已經爆發了各樣的深度歧見，面對這樣的景況，

他主張將深度歧見的問題轉化成為權衡問題，並在未能獲致共識的時候，以共同接受

的程序做出公共決策。然而，羅爾斯並沒有真的面對深度歧見帶來的價值衝突，深度

歧見所帶來問題無法被轉移成權衡問題，因此難以消弭。我們應該做的不單只是依循

羅爾斯的作法，將某些深度歧見轉移成權衡問題，而更應該尋找主導自己所處社會的

核心價值，並以此價值為根本，盡最大的可能去緩解衝突。以臺灣來說，社會仍然以

傳承自東亞文化的儒學傳統為價值基礎，我們可以奠基於這樣的古典價值體系，追溯

臺灣社會的價值演化的過程，再重新思考我們必須要容納的不同價值觀點，進而形塑

當代的價值體系。這個過程可能非常艱難，甚至無法完成。我們能做的便是盡可能地

推動這樣的進程，致力於緩解衝突，讓價值立場迥異的不同群體能夠共存。

　　博士生官科宏對於心智多樣性的概念本身進行了反思，而特別著重在此一概念與

生物多樣性的比較：生物多樣性能夠保障演化的多元性，從而有益於族群的存續，心

智多樣性是不是具有相同的價值？如果不是的話，心智多樣性的價值又在哪裡？主講

人對此提出的解釋是：以生物多樣性類比心智多樣性是為了要展顯心智多樣性所包含

的文化面向。在討論生物群體的演化具有多樣性的時候，我們應該要將生物的棲地一

併納入考慮，當成影響物種演化過程的一個關鍵要素；相同的，在討論人類如何演化

出多樣的價值觀點的時候，我們也應該把不同族群身處的文化背景和外在條件納入考

量。文化可能生長在草原上、群山之間、或是半島海邊，相異的生存條件會使得文化

發展出不同的特徵，進而發展出不同的價值體系。以臺灣面臨的情況來說，我們需要

釐清的是東亞文化圈中各個不同的文化體如何分開發展，又如何與其它文化體接觸、

發生衝突與摩擦、進而相互影響。是在這樣的脈絡下，生物多樣性的概念才被拿來與

心智多樣性相類比。既然提到了文明之間的接觸與衝突，主講人也就順帶談到了容納

多元價值所需要付出的代價。民主社會如果要容納不同的價值觀，社會中的每個群體

就都必須要耗費溝通和理解的成本，才能夠在面對深度歧見問題時努力地了解不同的

價值觀。臺灣社會中有許多人只明白多元價值的優點，而忽略了捍衛多元價值要付出

的代價。在我們身處的多元時代中，已經很難全盤否定特定的價值觀。我們所能做的

應該是考察其它價值觀的良善動機，進而進行調和。

　　在此提到的另一個問題是：我們在尋求共識的時候，必須要找到價值觀的載體。

我們要怎麼樣確實地劃界，找到合適的群體？如果群體規模很小，是不是仍然要和這

樣的價值觀進行調解？另外，我們希望建立的是什麼樣的共識？是共同接受特定的程

序，還是要產生統一的信念？對此，主講人重新釐清了研究計畫的目標：由於共識建

立的過程難免受到權力的影響，我們可以不必聚焦在共識建立之上。如果我們接受心

智有多樣性，衝突無法避免，我們就不必將建立共識當成公共政策的目標。重點還是

在於讓不同群體在共同接受的規範框架之下做出共同的決定。在深度歧見中，光是要

完成這一步驟就非常困難。我們只能透過程序盡可能地進行裁決，並且體認到這樣做

出的裁決並不是群體的共識。如此一來，深度歧見以及伴隨而來的價值衝突或許仍然

會存在，但我們能夠盡可能地防止衝突過度惡化，進而防止社會的崩解。哲學家在此

的工作便是釐清不同群體的價值觀，考察其源流，再致力將其重新和其它價值觀融

通。在價值群體應該具有多大規模此一問題上，主講人認為：如果我們考慮的是一個

長時間的價值調節歷程，那麼在某個當下，價值載體過小就不會是問題。社會應該包

容這樣的小型群體，給予適當的發展空間。如果經過長期的演化以後，這樣小規模的

價值群體逐漸發展茁壯，那就表示其價值觀點被許多人給接受，其它群體中的成員因

此必須要與這個新興群體進行衝突的調解。

　　鄧所長的公民哲學研究計畫從當代社會心智多樣性的概念出發，一方面向後追

溯，爬梳當代社會價值多元的歷史成因；另一方面從此一概念出發，討論社會中面對

深度歧見的個人應該如何盡可能消弭歧見，進而緩解衝突，維繫社會整體穩定。與談

人也分別從自身所學出發，反思哲學的其它子領域能夠以何種方式與公民哲學互動。

公民哲學從而為當代哲學研究提供了一個宏觀的想像，提出當代哲學研究的一個可能

方向，讓不同領域的哲學工作者們能夠在此框架之下定位自己工作的目標，而能更仔

細地釐清己身研究計畫的意義。

‧更多精彩內容，請點選下方連結觀看！

　http://www.hss.ntu.edu.tw/model.aspx?no=5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