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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腦、心靈、與世界：腦科學哲學的前沿研究
與人工智慧及新冠肺炎的延伸應用工作坊
撰文／林庭竹（國立陽明大學心智哲學研究所碩士生）、梁孝賢（國立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生）、
蘇奕欣（國立陽明大學心智哲學研究所碩士生）

　　作為二十一世紀最為前衛的科學領域，腦科學

是否能解決自古以來困擾無數菁英的「心物問

題」？意識是怎麼來的？大腦與世界又是以什麼樣

的方式進行互動？如果大腦可以和世界互動，我們

要如何解讀時下COVID-19疫情在不同文化間的反應

差異？又，腦科學如何看待人工智慧的發展？為了

回答這些問題，本中心於2020年12月12日假國立臺

灣大學管理學院重光講堂舉辦本工作坊，特邀加拿

大國家講座教授諾赫夫（Georg Northoff）給予專

題演講，用腦科學的角度來回應COVID-19與人工智

慧議題，並邀請國內腦科學醫學專家─國立陽明大

學腦科學研究所謝仁俊講座教授、認知神經心理學專家─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謝伯

讓副教授、以及倫理學及認知科學領域專家─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王華副教授等三位

具代表性的臺灣學者給予評論，透過演講與討論的方式，激發思想的火花，讓腦科學

的研究更上層樓。

【場次一 特邀演講】

開場及前導

　　在導言中，國立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陳思廷教授以淺顯易懂的語言，介紹諾赫夫

的腦科學模型以及其模型在COVID-19疫情與人工智慧議題的應用。在諾赫夫的大腦

模型中，大腦本身的神經元屬於「必要但不充分」的神經預置條件；而大腦與世界方

能構成「充分的條件」來產生意識經驗。大腦藉由將外在物理世界的時空編碼轉譯，

從而使我們獲得心靈意識經驗，也因此，大腦具有不同於世界的時空。大腦與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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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在於，大腦將自身時空與外在世界時空做出比較與修正，從而拼湊出世界的樣

貌，將我們所認知的世界趨向最真實的世界。

　　而此時空大腦模型與COVID-19疫情的關聯在於，由於東方國家人民與西方國家

人民在大腦時空上有所不同，造成東方國家人民的自我與社會連結更加緊密，而西方

國家人民的自我與社會連結較為疏鬆，從而導致東西方所因應疫情的方式不同。在人

工智慧方面，諾赫夫認為人工智慧並非用來取代人類大腦，而是幫助人類大腦時空更

加趨近於世界的時空，來幫助我們認識世界。

專題演講

　　此演講主要分為三部分，在第一部分，諾赫夫介紹他的大腦模型，意即，解釋我

們的大腦是如何產生意識經驗；在第二部分，諾赫夫說明他的腦科學模型如何解釋東

西方因應COVID-19疫情的態度不同；在第三部分，諾赫夫發表他對人工智慧的看

法。

諾赫夫教授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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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介紹他的腦科學模型之前，諾赫夫以哲學的難題「心物問題」切入，說明自古

以來的心物之爭都源自於我們過度強調心物的不同，意即我們預設了心靈性（意識）

與物理性（身體或大腦）的不相容。諾赫夫決定反其道而行，去尋找心靈與大腦的共

通性而非一味強調他們的相異性。他稱此共通性為心靈與大腦的「共同貨幣（com-

mon currency）」。然而，究竟何為「共同貨幣」？諾赫夫認為，心靈、大腦與世

界的共通貨幣即為「時空」。世界有世界的時空、大腦有大腦的時空、心靈有心靈的

時空，而他們的共通性即為此三者都具有「時空」。世界的時空藉由大腦的神經預置

轉換成心靈的時空，因此經由大腦的轉換，心靈與世界的時空可能會有些微的差距：

諾赫夫將他們分別稱為大腦的內部時空與世界的外在時空，大腦透過修正內部時空的

差距來與世界對話。

　　此外，諾赫夫藉由其在醫學上的專業來尋找大腦中「共同貨幣」的證據：藉由功

能性磁振照影（亦稱腦造影）（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諾赫夫發現大腦的中心區能代表「自我」的區域與大腦安靜時的基礎頻率

有很大的重疊，因此他認為這是「神經元預置」的證據；接著，諾赫夫又藉由思覺失

調症的病患，找到「時空」與「自我」之間的聯結；藉由這兩個證據，諾赫夫證明了

時空與大腦的關聯性。

　　這樣的腦科學理論，也讓諾赫夫得以解釋為何COVID-19在人類世界，特別是災

情慘重的西方世界，帶來一種存在上深刻的焦慮感與恐懼感。這是因為廣傳而可能致

死的疫情切斷了人與人以及人與世界間的連結，而此連結乃是大腦能產生意識與自我

感的基本而必要的條件，切斷了此聯結，意味著個人的自我感將遭受破損，進而帶來

存在上深刻的恐懼感。相較於西方世界重視個體的獨特性因而帶來防疫上政策的混亂

以及人民的普遍不配合，臺灣社會則受到傳統文化深遠的影響，社會中人與人及與世

界之間的連結較強，因此人民普遍願意配合許多限縮個人自由的政策與措施而行動，

因而災情受到良好的控制。疫情一樣受到良好控制的紐西蘭，則是西方已發展國家

中，唯一以農業立國的國家，因此在人與人及人與自然間的連結也較強。根據諾赫夫

的理論，這樣的現象並不難闡釋：在大腦與世界互動的過程裡，世界（包括社會與文

化）可以形塑大腦的樣態，反之，大腦亦可以透過人類行為來改變世界，依此，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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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紐西蘭人民受其文化影響，大腦與世界間的聯結較強，因而在行動上得以擁有較為

有利的條件來防疫，進而得到生命與自我存在感上的保全。

　　在人工智慧方面，諾赫夫和英國腦科學大家Friston教授合作，整合其時空動態

力學理論和自由能理論（free energy principle），對於能調整自身因應環境變化的

生物系統，進行深入探究。諾赫夫認為人工智慧並非用來取代我們的大腦，而是作為

一個溝通的工具，幫助無法理解大家想法的人來融入社會。因此，人工智慧應當被視

為傳遞大腦時空與世界時空的介質，透過溝通可以讓我們更加瞭解彼此的想法。

學者評論

　　謝仁俊簡短地補充和觀點分享，幫助大家進一步理解演講內容：在過去二十年腦

神經造影技術蓬勃發展後，主流上用生理或心理刺激去看腦的反應，或用認知作業去

找腦中是否有相關的迴路。諾赫夫的研究則強調系統動力學（system dynamics）的

物理及數學的模式（model），來解析人腦神經動力學的時間序列及空間連結向度：

把腦袋看作是一個複雜系統來研究。從大腦神經的激活與靜息態自發神經活性的時空

向度中，透析其系統性特徵：在時間或空間向度裡找出關係或關聯。而其中關聯的強

調與衍生出的大腦與世界的意識關係，跟東方天、地、人一體的哲學思維相呼應。另

外一個重點是嵌套性（nestedness）：小的時空尺度內部有一個內部穩定的結構，跟

放大、放長之後的時空結構會有一致性；利用乘冪定律（power law）可以算出其參

數。不同的分析參數可以反應意識的豐富度並與臨床的症狀相連結，例如：躁鬱症、

思覺失調症、憂鬱症等症狀學上的表現，跟上述的系統性研究是可相互呼應。從腦、

自我到環境、文化、社會及世界，都遵循著一樣的物理數學的表徵與動力學的結構性

規律，而如果都能互相校正（alignment）一致，就能成就一種和諧與健康的心智狀

態。人工智慧的理想發展，應以協助我們彼此與世界的和諧一致為目標；而

COVID-19則是破壞了人類情緒面與社會及世界的和諧一致性，必須回復才是。對於

這二三十年來腦科學和認知神經科學來說，諾赫夫的整合時空向度神經動力學的意識

理論（spatial-temporal theory of consciousness, STC），是然提出了一個奠基於

腦科學之神經哲學的革命性新觀點與意識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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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簡單呈現諾赫夫的理論之餘，謝仁俊最後提出兩個問題與諾赫夫討論。第一，

整合時空向度神經動力學的STC意識理論可以解決David Chalmer等人提出來的困難

問題（the hard problem）嗎？第二，STC模式可以解釋單純的意識運作與心靈訓練

（例如：冥想禪坐、正念禪定等）所帶來的腦功能及腦結構上的變化嗎？如何解釋單

純的意念操弄就能影響腦部的無意識（non-consciousness）的神經電生理化學反

應，繼而影響腦神經的功能性與結構性的形塑？

　　諾赫夫在演講中有提到他反對兩種模型：（1）被動模型，即神經活動是依賴或

完全被外在刺激所決定，（2）主動模型，神經活動全然由內部自發性活性所驅動。

他提出互動模型（spectrum/interaction model），非完全被動也非完全主動，刺激

引起的神經活動是被外在刺激和內部自發性活性共同決定。謝伯讓在此為互動模型，

提供了三個自己實驗室的研究當作更進一步的證據：雙眼競爭（Binocular rival-

ry）、抽象碎形的審美評估，和賭博試驗。這些結果都顯示：自發性的腦部活動可以

影響我們的知覺和刺激引起的活動，呼應了互動模型的主張。

第一排右起黃冠閔研究員、陳思廷教授、
謝仁俊講座教授、謝伯讓副教授、王華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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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諾赫夫所提出的理論，王華覺得十分有趣、也相符於東方的思維，因其研究

興趣主要在於心理學和倫理學，順勢問了以下三個問題。第一，如何進一步闡述人和

人之間的相似性？第二，在文化脈絡和關係中，多久和多少的互動才會形成一個穩定

的一致性？這樣的一致性又會怎麼被表現？第三，一致性的概念和規範面向之間的關

係？例如，環境不夠理想、不佳或不符合我們期望的話，和環境一致似乎就不是一件

好事；在這種情況下，人工智慧可以怎麼自我修正？我們又有什麼資源？

　　隨後諾赫夫簡短地作了回應。受限於時間壓力之下，無法詳盡地回應，但這樣的

互相激盪幫助參與者更加理解演講、從其他角度思考內容，也為各位學者未來的合作

種下新的契機。

【場次二 臺灣學者相關研究的最新分享】

　　接續諾赫夫於場次一發表之腦科學跨領域的主題演講，場次二則是由臺灣學術圈

多年鑽研腦科學之跨領域研究的學者接手，並分享目前國內外學術圈在腦科學跨領域

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及未來可能發展之研究進路。本場次由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王華

副教授擔任主持人，並邀請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黃冠閔研究員、國立陽明大學

腦科學研究所謝仁俊講座教授、國立陽明大學心智哲學研究所鄭凱元教授、國立清華

大學哲學研究所陳思廷教授、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謝伯讓副教授，及王華，各自發

表近期相關腦科學之跨領域研究成果及未來可能研究之方向。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黃冠閔研究員的研究分享

　　黃冠閔從「價值哲學」方面來思考腦科學的未來可能跨領域研究之進路。面對當

今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 pan-

demic）的挑戰，其背後與諾赫夫提及的「存在處境」之議題有關。至於如何回應這

類問題，其中一項關鍵可能來自於價值的再反思，譬如：人格整全、數位落差、基因

工程、醫療資源等。當學者嘗試處理AI或COVID-19的相關議題時，學者似乎得重新

針對以下這些基本問題進行再反思，例如：（1）實質性邊界與象徵性邊界、（2） 

真理塑造（truth-making）與對真理的相信、（3） 控制生命、（4）自由與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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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以COVID-19為例，在邊界的議題下，各個國家究竟該採取開放或封閉的方式

來管理疫情，無論何種方式皆須探問價值層面中的友愛接納（hospitality）原則。

另外，以AI為例，在自由與平等的問題下，學者不得不面對「數位賤民的產生」與

「人類界線的反思」之議題，當今社會存在著許多不具備數位能力的人們，要如何確

保這些人不會在AI社會中被取代？一旦AI的發展愈趨全面時，連同日益發展的生物

科技，人類的界限、人性的邊界究竟該如何劃定？是否可能劃定？比方說，人類世

（anthropocene）、後人類（post-humanity）、超人類（trans-humanity）等問

題便屬於此一面向。

國立陽明大學腦科學研究所謝仁俊講座教授的研究分享

　　謝仁俊本身具備深厚的醫學與腦科學背景，其研究大部分與臨床腦神經科學相

關。近幾年來，研究的主要路線著眼於（1）女性經痛與大腦之間的關係、（2）藝術

家的大腦神經可塑性。就「女性經痛與大腦之間的關係」而言，這項研究起因於以下

的重點：（a）就學術方面來說，「疼痛」在心理學和哲學領域中是被廣泛應用的概

念之一、（b）就臨床方面來說，疼痛引起人體的不適是患者就醫的其中一項關鍵性

指標、（c）女性罹患慢性疼痛（如大腸激躁症（Irritable bowel syndrome））的

比例遠高出男性三倍之多的緣由可能和女性生理期有密不可分的關係。為了探討這項

臨床的議題，謝仁俊採取「基因」、「大腦」、「行為學」三個面向，來嘗試探討女

性因生理期引起的疼痛與其大腦之間的關係。另外，就「藝術家的大腦可塑性」研究

而言，謝仁俊長期與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合作，其研究的對象有來自於音樂學系、美術

學系及舞蹈學系的學生，藉由長期研究學生的認知、情緒與創造力，來探討每一類藝

術家的大腦結構及其功能是否反映出特定類型藝術家之特徵。除此之外，因應AI時

代的來臨，謝仁俊鼓勵臺灣青年學者在未來可多關懷以下的議題，例如：AI對社會

引起的不確定性、AI對未來世代的影響。在AI對當代社會與未來世代的衝擊下，學

者如何藉由教育來培養新世代學生的創造力思維及同理心，使得新世代的人們得以和

AI來競合共處，這將是一項不可避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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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陽明大學心智哲學研究所鄭凱元教授的研究分享

　　鄭凱元長期以來關心三大主軸的議題：（1）人類理性思維能力之相關議題、

（2）自我的本質之相關議題、（3）Reengineering Science之相關議題。就「人類

理性思維能力」而言，鄭凱元相當關心人類理性思維能力具備哪些傾向的問題，以玻

璃可碎性傾向之類比為例，玻璃一般來說被摔落時會破碎，可是玻璃並非在任何情況

下總是如此，因為玻璃摔落至一塊羽毛地毯時可能不會碎裂，人們為了排除這些可能

性，基本上試圖設立一些條件來做為預設，不過這些條件其成立的可靠性和合理性基

礎為何？基於在這種思維脈絡，鄭凱元試圖在人類理性思維能力的傾向面向中，探討

那些加諸於人類理性思維的條件之合理性與可靠性。就「自我的本質」而言，西方哲

學其中一項重要的形上學議題乃是「人格同一性」（personal identity）問題，而鄭

凱元目前嘗試以「莊子哲學」的角度出發，來關心東方哲學對於「人格同一性」如何

有所啟發的研究。就「Reengineering Science」而言，鄭凱元與國立陽明大學生化

暨分子生物研究所蔡有光副教授合作，嘗試協助分子生物學家回應重要的相關哲學問

題，例如：DNA與RNA是否為生命及疾病的現象提供了適切的解釋框架？充分和必

要條件在分子生物學的推論中扮演何種角色？等。

國立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陳思廷教授的研究分享

　　陳思廷長年投身於「科學方法論的哲學」之研究，並對於「模式外推」（model 

extrapolation）之方法與議題深感興趣。近幾年來，與國立清華大學腦科學研究中

心合作，目前正在進行「功能性介入的結構性解釋：疼痛的敘事治療、模式動物大腦

研究、與模式外推」之研究計畫。該計畫以由國立清華大學腦科學研究中心江安世主

任率領的研究團隊之果蠅研究成果為基礎，藉由果蠅大腦的行為、記憶及學習模式，

並以模式外推的方式來探討人類的相關問題。陳思廷從「疼痛的敘事治療」作為出發

點，首先探問認知主體與自身過往創傷之間的關係為何，再進一步深究「敘事治療」

為何可以藉由語言的功能性來強化認知主體的腦內神經線路，藉以在腦內產生相應的

結構性之變化，而達到減輕認知主體過往創傷帶來的影響。在這個基礎上，陳思廷以

「果蠅大腦模式」的相關研究為基礎，藉由探究果蠅如何增強其短期記憶與長期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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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腦內運作機制，並以模式外推的方式來探討「模式動物大腦研究」之成果是否可以

有效外推並說明「敘事治療」帶來的問題。在這項研究計畫中，陳思廷沿用科學哲學

家Nancy Cartwright教授的主張，採取「水平探尋」（horizontal search）與「垂

直探尋」（vertical search）的方式，來探察模式動物大腦研究與敘事治療之間是否

具備相同的「助成條件」（supportive condition）及「因果定律」（causal 

law），並以此檢驗果蠅大腦模式外推至敘事治療的有效性。

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謝伯讓副教授的研究分享

　　謝伯讓於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主持「大腦與意識實驗室」（Brain & Con-

sciousness Lab）之跨學科研究實驗室，目前率領團隊進行的研究有四大主軸：

（1）人類大腦在人類意識狀態發生整體性變化時會產生何種變化？謝伯讓的團隊目

前從幾種常見的人類意識之劇烈變化的情況（例如：無夢睡眠的狀態、植物人失去意

識的狀態）切入，來探討人類大腦與人類意識劇烈改變之間的關係為何。（2）人類

大腦在人類意識內容不斷改變的情況中又會產生何種變化？謝伯讓的團隊目前以「雙

眼競爭」（Binocular rivalry）、「視覺錯覺」（Optical illusion）為研究基礎，

藉由探討知覺經驗內容變化時，人類大腦產生了何種改變。（3）人類大腦如何處理

無意識的資訊？這項研究之價值在於，人類在做某項決策x時，其腦內的許多資訊其

實是在無意識的狀態下被處理的，而進一步來影響人類的決策。在這個議題上，謝伯

讓的團隊目前發現到「語言」、「跨感官知覺之整合」在人類大腦中都可以在無意識

的狀態下被處理。（4）大腦應用的相關研究，謝伯讓的團隊近年利用「腦造影」

（fMRI）的方式，來探究出一套有別於以往採用「腦電圖」（Electroencephalog-

raphy, EEG）的測謊技術，試圖以此解決傳統測謊的不精確性問題。此外，目前團

隊也正嘗試以觀測植物人的大腦對於聲音刺激的反應之有無，來研究植物人的大腦反

應與其未來甦醒機率的關聯性。

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王華副教授的研究分享

　　王華長年以來鑽研認知科學與倫理學，近期憑藉這些背景而轉往關注東方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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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為何選擇關心東方哲學在倫理學方面的議題？誠如諾赫夫在場次一之主題演講中

提及文化的論點一樣，王華也同樣認為文化對於人類的影響是相當根深蒂固的，特別

是在人類對「自我」的看法、人類對「規範性」（比方說「什麼是有價值的」）的想

法之方面。正是在這種思維底下，王華才轉往關懷「華人文化」在東方哲學的發展，

試圖來挖掘先秦儒家哲學當中的倫理學、後設倫理學及道德心理學之資源，並將此化

為世界哲學當中的其中一隅。近年來，王華專研荀子哲學，藉由重訪荀子之著作，並

探究荀子如何處理「道德規範性」、「人神關係」之問題，來開啟和西方道德實在

論、道德建構主義、道德相對主義、休謨倫理學之間的對話。此外，王華也從儒家的

「禮」之概念作為出發點，來探究東方思維如何看待道德情感的問題，藉由探討儒家

哲學注重的「仁的視野」，來觀察涉及關係性、主體際性、脈絡性、具身性、動態性

的體知，是如何影響東方道德立場的發展、道德知識的建構、以及道德人格的培養。

【場次三 與會年輕學者提問與討論】

　　國立陽明大學心智哲學研究所嚴如玉副教授提出了兩個方法學上的問題：（1）

像謝伯讓所評論的，把作業前的腦部自發性活性納入分析，可能是比較好的作法。但

第一排左一鄭凱元教授、第二排左起嚴如玉副教授、
林映彤助理教授、鄭會穎助理教授、簡士傑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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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演講中感受到諾赫夫似乎是更有企圖心，想要更加地顛覆；不過在演講中並沒有聽

到這樣的東西。（2）時空結構在該架構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是不是表示使用神

經生理的工具或鈣離子影像，相較腦照影工具，可以收集更精確的時間面向之腦訊

號？

　　國立陽明大學心智哲學研究所林映彤助理教授接著也提出兩個問題：（1）有什

麼預測可以顯示該理論和相競爭理論之間的差別嗎？（2）我們現在已經有很多關於

自我和意識的理論了，基於此我們該如何前進？比較不同理論的預測，看哪一個預測

比較準確或可信嗎？我知道有些人不同意，不知道大家的看法如何？

　　第三位年輕學者是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鄭會穎助理教授，他提到演講中有一個很

重要的訊息：不要只注意到結構中的相異處；應該要找尋其相似處。然而，理由空間

（space of reason）和自然空間（space of nature）似乎有很大的差異：有人說，

一個是規範性的，另一個不是；或者，其一是目的論的，另一個不是。同時，現象結

構也可能不同於理性結構。整體架構或一些經驗細節（empirical details）要如何回

答這個問題？ 

　　最後一位年輕學者牛津大學哲學系簡士傑博士，針對時空的概念提問：在一方

面，諾赫夫的互動模型與康德的時空觀有相應之處，根據這套理論，時空的架構也是

由我們的腦或認知結構所提供並形塑的；但在另一方面，諾赫夫的理論又預設了一個

客觀的時空結構，是這個客觀的時空結構提供了共同貨幣以解釋同構、心理的時空結

構。因此，不知道諾赫夫對時空的概念究竟為何？

　　諾赫夫利用十分鐘的時間回應幾個問題。對他來說，一個好的理論是整合其他理

論，將其融進更大的架構中。例如，預測編碼理論（predictive coding theory）就

被放進更廣的時空架構中。因此，理論互相競爭並不是他採取的路線。

　　時空概念的問題方面，諾赫夫承認他的確使用康德關於時空的詞彙。不同於在知

識論的脈絡下理解康德，有些人對康德的理論作了演化上的解讀（an evolutionary 

reading），一旦如此，將無法區分內和外的形式（form），它們是抽象化而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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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精彩內容，請點選下方連結觀看！

　http://www.hss.ntu.edu.tw/discourse_info.aspx?d=108&no=0

不是真的存在。因此諾赫夫強調「世界到腦的關係」（world-brain relation），以

期可以處理到本體上的層次。

　　最後鄭凱元加碼提問：可以說明一下為什麼覺得莊子和你的研究相關嗎？諾赫夫

表示東方文化下的人可以直接從關係的角度思考時間；相較之下，在加拿大主流的思

維是先有離散的時間點，才能有之間的關係。這是很大的文化差異。諾赫夫認為這種

置身、和諧於自然和環境的概念，是東方核心的思維，也部分啟蒙了他。

　　在熱絡的討論下，整個活動來到了尾聲。在場的每一位都可以深刻感受到學者們

的熱情參與和諾赫夫的知無不言。諾赫夫的研究不只是腦科學、認知神經科學上的學

術成就，在疫情威脅和科技快速發展的當下，更是一種對於時代和不同文化脈絡的回

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