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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一个新的认识论视角  

前言

当前，对大脑的研究在各方面都获得了进

展，以大脑研究的成果为基础，深入的探讨认

知的生理基础，通过构建意识的认知主体（认

知元），说明认知元的构成及特点，并以此作

为认知的出发点。从认识论发展的历程来看，

认识论的研究一直在探讨认知的可能性，但从

未真正的把认知主体（认知元）作为支撑点，

也因此产生了不同的极端，例如天赋论、不可

知论等等观念。本文从认知主体的角度理解先

验的规则是知识的基础，并讨论超越的知识是

如何建立，及事物是依靠互相关系而存在的，

因此循环的关系适用范围，就是知识的界限。

最后探讨认知主体的特点及它的认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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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分为二类，第一类是外部感觉，有视觉、听

觉、嗅觉、味觉和肤觉五种，这类感觉的感受器位于

身体表面，或接近身体表面的地方。第二类感觉是反

映机体本身各部分运动或内部器官发生的变化，感觉

器位于各有关组织的深处（如肌肉）或内部器官的表

面（如胃壁、呼吸道），这类感觉有运动觉、平衡觉

和机体觉。考察感觉概念的起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

有人将人类的感觉划分成视听等五种基本感觉，并产

生了知觉等与感觉相关的概念。正是由于感觉概念起

源的久远，以及其它原因，感觉概念被广泛地使用在

不同的学科或领域上，并且不同学科的感觉概念存在

一些差异，研究的内容也不相同（主要在生理学、心

理学与哲学等领域）。

分析感觉概念，包含了感官和意识活动。独立的

考察感官，感官是从外部接受信息和传递信息到意识

内，感官可以传递外部的信息，这是无异议的，但对

意识而言，感官仅传递特定的信息（或它可以选择特

定的信息），它本身并无认知功能。虽然感官参与了

信息的接收与传递过程，但被称为认知的部分仍是意

识活动，这一部分与感官是无关的。感官只起接收器

对 感 觉

概 念 的

质 疑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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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不断地把接收的外部信息再传递给意识，信

息只有进入意识认知才开始，感官仅可视为装置，不

是认知的组成部分。现有的科技已经可以做到，通过

产品来修复视听等感官的机能，因此把感觉概念中的

认知部分，还原到意识的概念中是有必要的。

感觉概念通常的定义是这样：感觉是人脑对直

接作用于感觉器官的客观事物个别属性的反映。从表

面看来是没有问题的，但在实际的运用中就会产生问

题。例如常见的叙述是这样的：一个物体有它的光线、

声音、温度、气味等属性，我们的每个感觉器官只能

反映物体的一个属性—眼睛看到光线，耳朵听到声

音，鼻子闻到气味，舌头尝到滋味，皮肤摸到温度和

光滑的程度等等，每个感觉器官对直接作用于它的事

物，那个别属性的反映就是一种感觉。在叙述中感官

的接收成为了意识认知的一部分，或者说认知的第一

部分，是由感官，或者该说部分由感官完成的，又或

者理解为感官的接收，可以直接成为意识认知的一部

分。特定感官所接收的特定信息仅仅是意识的材料，

而不是认知的一部分，这就容易产生感官的理性化或

意识化。

感觉概念也延伸了另外的一些概念，例如「内感

官」或「内感觉」（不同于内部感觉器官产生的内部

感觉概念）。内感官分为内视觉、内听觉及内感觉等，

而内感觉包括了嗅觉、味觉及触觉等。仔细分析内感

官的概念，它是说明对意识内信息的感觉，即认为意

识内尚有与外部感官功能对应的意识功能，这种内感

官具有某些外部感官的功能，以此来处理意识内的影

像等信息。实际上它是认为意识具有视觉或听觉等同

的一部分功能，只是它依附于意识，这也可称为对意

识有此功能的假设，但这与目前对大脑的认知是有差

距的。意识内的信息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身体外部

与内部感官接收并传递到意识的信息，二是长时记忆

回忆起的信息。它们都汇集在大脑的工作记忆中，已

经是大脑的意识活动。通过感觉的概念来解释意识内

的工作，反而对意识的研究带来更多的困惑，容易带

来意识的感觉化问题。

感觉的概念带来另一个问题，是阻碍了对意识本

身的进一步理解。首先，感觉常常被作为主体对客体

的第一认识，而减弱了意识内对感官接收信息的第一

认知机能的认知，这一认知机能才是属于意识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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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例如通过视感官接收的信息，意识内存在着辨

识这一信息的机能，相对应视感官，它可称为视感官

辨识，可简称为视觉辨识。与感觉概念的区别是，它

是单纯的意识自身的机能，并也指明了信息的来源。

同样的，也存在着听觉辨识、嗅觉辨识及触觉辨识

等，这种划分也是与目前脑科学的大脑分区概念相互

适应。其次，对感官的不同特点，也没有更好的细划，

哲学中认为所有的感觉，对认知而言作用是一致的，

是处于同一层次。但通过意识中的辨识机能来看，各

感官投射到意识中的信息，还是有不同的特点。例如

视感官投射在意识中的信息，有整体可辨识的特征，

当投射在意识中的影像无形象特征时，视觉辨识是无

法发挥全部作用的。假设设置一面很大的白墙，视感

官接收的就只有白色。它在黑夜中也无法有清楚的辨

识，这时触感官就可以辨识一些细节，通过细节去判

断整体。但假若没有事物的整体概念，仅通过触觉是

无法建立一个完整形态，盲人摸象就是一个例子。因

此对应各感官的辨识机能是有不同特点，这在研究中

应加以注意。再次通过把认知活动全部导入意识，可

以把个体的身体与意识作出划分。因此在讨论认识的

问题时，抛弃感觉概念是有益处的。

在认知的过程中，意识与身体也形成重要的关

系。意识是寄存于身体的，从生命的角度理解，它们

是一体的，任何一部分死亡，生命就会结束。认知的

内容也包括对身体与意识的认知，对身体的认知包括

内部感觉以及它延伸的概念。例如痛所延伸的痛苦，

满足所延伸的快乐及幸福，痛苦与幸福是情感概念。

在认知方面，意识首先受身体限制，一方面是感官传

递进入意识信息的有限性，另一方面是这种限制，体

现在身体所生存的时空环境影响，身体在此时空环境

中的行为能力，行为方式都对意识的认知产生影响。

意识也通过认知以及工具，对行为能力进行改善，意

识的认知既得益于身体所处环境提供的认知基础，也

受限于身体所处环境带来的限制。

外部的信息通过感官进入意识，这一过程可分

为三个部分。一是外部的事物呈现信息，二是感官接

收到信息并传递给意识，三是意识处理信息。在第一

个过程中，外部的事物向感官呈现信息，实际上事物

呈现的信息，感官仅接收到较少部分，这是显而易见

的，因为多数动物能接收的信息，在某些方面远远超

过人类。事物的呈现分为主动与被动，被动的呈现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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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人类的活动产生的呈现。第二个过程是感官接受

信息，各感官接收到外部呈现的信息，也可称为感官

受到刺激。在感官可承受的范围，感官可以正常地把

信息传入意识中，但当外部的冲击过大时，感官会受

到损害。各感官接收并传递信息到意识，是由各自的

系统独立完成，它们之间没有交叉。第三个过程是意

识接受信息，并通过辨识、记忆及重构信息的过程。

首先是意识的辨识机能，它能够辨识从感官传入的信

息，如视觉辨识机能对色彩的辨识。需要说明的是，

此类机能是人的大脑机能，可通过遗传得到，属先天

机能，即任何人对色彩的辨识是无需学习的。红色只

是把语言与颜色结合起来，先天的辨识只是辨识颜

色，而红色这一名称是需要学习的。辨识的工作是先

天辨识机能完成的，不需要感觉与内感觉的概念。记

忆也是大脑的机能，是个体先天具有的。其次是新进

入的信息与记忆内的信息进行对比，对新的信息进

行识别。这种由记忆的信息加入就形成了识别能力，

两种先天机能共同参与形成的能力，可视为意识的功

能，也是意识对大脑内信息进行的各种再次重构过

程。

意识与事物之间通过感官联系，感官仅为接收

的作用，仅说明认知信息的来源，感官只是不断重复

地接收资料或信息。当然，从感官投射的资料或信息

是认知的基础，感官的接收是认知的必要条件，即感

官是个体联系外界的唯一通道。感觉概念对理解认知

不是一个适合的概念，但从认识的发展过程来考察，

在对意识或大脑没有太多的认识时，它是大脑或意识

与外部联系的一个重要概念，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哲

学与心理学等学科，都把它作为一个基础概念进行研

究，甚至有些理论是以感觉概念为核心的。感觉的概

念适用于心理学的一些范畴，例如，通过感官感受到

的最小刺激，可以确定感官的感觉阀限；感觉到在此

仍然是感官与意识的共同作用，说明感官可以传递到

意识的信息范围，以此来确定感官接受信息的范围。

另一些合适的应用范围，是用来表达个体自身的感

受，例如，我感觉不公平，我感觉高兴，或我感觉不

舒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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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认识问题必然牵涉意识的概念，意识到目前

为止还是一个不完整且模糊的概念，研究者们还不能

给予它一个确切的定义。当前意识研究的困境，在于

认识模式无法对大脑结构做出完全等效的模拟。对意

识这一概念的研究，已经成为多个学科的研究对象，

意识问题涉及的学科有认知科学、神经科学、心理

学、计算机科学、社会学及哲学等，这些学科在不同

的领域对意识进行研究。意识被赋予了认知、思维及

多种功能或能力，包括精神、灵魂等。从意识出发可

以解释自然、人与社会，以及哲学上的本质、存在及

上帝。有哲学认为意识或心灵主导了事物，并认为心

灵是非物质的，是与外部世界相对立的精神世界。正

是由于对意识或大脑的了解有限，我们在不断地赋予

大脑或意识新的功能，这样一方面可以认为对意识有

进一步的认识，另一方面也可以认为是进一步造成了

意识的神秘性。正由于我们至今对意识本身的了解非

常有限，因此在现有各门学科的研究基础上，去研究

意识的一部分功能或能力，是可行的方式，在此主要

研究认知的部分，而它也是意识的核心功能。

关 于

「 意 识 」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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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的概念从哲学发展史上探讨，是建立在精神

与物质对立的观念上，从高于物质的灵魂本体地位，

到与物质对等的本质存在，再到经验主义中与认识内

容的等同，或灵魂的消失，都存在于不同哲学的论述

中。在唯理主义中，意识有本体的地位，但在经验主

义的理论中，意识的地位仅与内容相对应，不具有本

质的意义。究竟什么是意识，它本身不仅是个一时难

以说清楚的复杂问题，而且从古至今，人们对它的理

解也很不一致。哲学在讨论认识论的问题时，较少考

虑过意识的认知本身，而是以认知的内容为依据，即

以人类的知识特征为依据，来讨论认知的可能性，但

意识在大脑中是由怎样的生物结构组成则较少涉及。

一方面由于对人类的大脑所知甚少，另一方面认为研

究大脑是科学的内容。因此，对认识的可能性或界

限、终极性或出发点就产生了各种解释，有认为人类

的知识来自经验，有认为知识是天赋的，形成出发点

上的差异。有认为人类的认知可以达到本质，也有认

为人类的认知不能达到本质，必须给信仰留下空间，

就如康德的物自体，认知是无法达到的，就产生了可

知论与不可知论的分别。

「薛定谔的猫」是由奥地利物理学家薛定谔，

于 1935 年提出有关猫既是死也是活的著名思想实验

名称，描述了量子力学的真相。「薛定谔的猫」假设

了这样一种情况：将一只猫关在装有少量镭和氰化物

的密闭容器里，如果镭发生衰变，会触发机关打碎装

有氰化物的瓶子，猫就会死；如果镭不发生衰变，猫

就存活。根据量子力学理论，镭的衰变存在几率，放

射性的镭处于衰变和没有衰变两种状态的叠加，猫就

理应处于死和活的叠加状态，这就是所谓「薛定谔的

猫」。根据经典物理学，在盒子里必将发生这两个结

果之一，而外部观测者只有打开盒子，才能知道里面

的结果；但在量子力学的怪异世界里，猫到底是死是

活，都必须在盒子打开后，外部观测者「测量」具体

情形才能知晓。当盒子处于关闭状态，整个系统则一

直保持不确定性的状态，猫既是死也是活的。延伸到

哲学中，就产生了意识决定物质的观念，或物质世界

是由于意识的存在才能现实化。

现代心理学界对意识的理解，分为广义和狭义两

种。广义意识概念认定，意识是赋予现实心理现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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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是个人直接经验的主观现象，表现为知、情、

意三者的统一。狭义意识概念则指人们对外界和自身

的觉察与关注程度。如果设定意识为大脑的所有活动

及状态，即把意识限定在一个实际的范围，可减少一

些不必要的误区。那么意识的内容或功能概括起来，

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认知能力，包括思维等可称为

认知主体。二是控制能力，主要是对身体及行为的控

制，也包括对思想的自我控制。三是精神方面，主要

包括意志、灵魂、精神等。当然也有关于意识状态等

方面的概念，例如觉醒状态与昏迷状态等。意识或大

脑的认知与控制功能是较少争议的，存在争议的主要

是精神与灵魂等方面。从认识论的角度出发，主要是

从认知功能来加以论述，虽然其它方面对个体的认知

有影响，但影响的重点是对个体的认知能力方面，而

非认知的可能性方面。

随着人类对大脑研究的深入，也积极尝试对意

识做更广泛的探讨，智能或心智哲学，以及人工智能

方面的研究，在此方面均提出了一些概念，例如功能

同构概念等。人类的个体存在生物同构（虽然个体之

间也存在一些差异），但人类与计算机是否也存在功

能同构？这是目前尚无法解决的问题，因为对人类的

认知本身尚不了解，就无法判定人工智能与人类意识

认知的关系。强人工智能观点认为有可能制造出，真

正能推理和解决问题的智能机器，并且，这样的机器

将被认为是有知觉，有自我意识的，可以独立思考问

题，并制定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有自己的价值观和

世界观体系，以及和生物一样的各种本能，比如生存

和安全需求，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一种新的文明。

而反对的观点也是存在的，「中文房间」又称作

华语房间，是由美国哲学家约翰·希尔勒在 1980 年

设计的一个思维试验，以推翻强人工智能提出的过强

主张，反对认为只要计算机拥有了适当的程序，理论

上就可以说计算机拥有它的认知状态，以及可以像人

一样地进行理解活动。这个实验要求想象一位只说英

语的人，身处一个房间之中，这间房间除了门上有个

小窗口外，全部都是封闭的。他随身带着一本写有中

文翻译程序的书，房间里还有足够的稿纸、铅笔和橱

柜。写着中文的纸片通过小窗口被送进房间，房里的

人虽然完全不会中文，但却可以使用他的书来翻译这

些文字，并用中文回复。通过这个过程，房间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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