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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理美學的延伸與推廣：以通識教育課程「地理學通論」之
心智圖系列操作應用為初探
Extending and Promoting Geographical Aesthetics: A Preliminary
Application of the Series Mental Map Assignment within the
Introductory Class for Geography at a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蔡怡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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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eographical aesthetics reflects a view of the world. Humans are concerned about their nature and
about where they belong.

This paper uses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to interpre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land and the essence of Geography. A series mental map assignment is given to the
students in an Introductory Geography class at a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This involves the use of the
five human senses to determine the essence of place or space.
In Taiwan, aesthetics do not play a major role in Geography teaching. However, geographical
aesthetics allow observations of the world that take account of the global world status quo and a sense
of being. Using aesthetics for the teaching of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al studies allows students to
consider their surroundings and encourages creative thinking in terms of practical matters for daily life.
Keywords: geographical aesthetics, geography educatio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esthetics
education, general education, mental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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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理美學（geographical aesthetics）乃屬於一種人居處於大地或空間間的凝視、回眸和有關於
主、客體間回繞等感受性等的問題，同時其進一步而言，亦是一種人居處於大地之中，對其所「見」
、
所「看」有「置身」於世的想像與其可能存有之樣態。因此，本文嘗試以環境－心理來關照這地
理學門中所主要探究之人與地之互動層面和關係。於此，筆者將以在大學通識教育中心所開設之
「地理學通論」課程中之環境觀察—心智圖（mental map）之系列作業操作，來探求這地理美學
的可能。而在課堂操作中，我們發現：如此課程操作實是可以引導同學從自身之五感知覺出發並
亦觸及其對於地方／空間之思考和其本質探問。再者，本初探亦是嘗試將地理學的學習融入美感
教育，同時並亦使得學科之學習可以更具備博、雅、美之精髓和實踐。
此外，在國內地理學門的教學過程中亦甚少將美感教育融入其學科教育之精神和本質中，因
此在此一系列課程操作我們發現若是將此一對於大地直觀指涉的美感經驗來嫁接地理教育和環境
教育，應是可以更培養學生具備對環境觀察之敏銳度和更具關懷周遭環境的觀察力與探究之能力。
關鍵詞：地理美學、地理教育、環境教育、美感教育、通識教育、心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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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理學中地圖、空間一直都是迷人的話語。而近半世紀在地理學界一連串的地圖革命與空
間革命，似乎也是人與環境、土地或社會間之一連串議題重新定位與再生之契機。於此，地圖的
意義不再只是局限於這世上的某一角落（X，Y）的位置，或只是某一個地方的名稱（place name），
同時日常生活中的我們也不再只是透過「它」來端看這世界上各種現象之空間分布，其實際上應
是承載著更多我們關於地理和環境間的想像（geographical/ environmentalimagination）的可能。而
在地理學脈絡下的「空間」，自 1960 年代以降，在行為主義、結構主義、人文主義等各家論述百
鳥齊鳴下，也開始產生各種的意涵和論述基礎。也因此，地理學的「空間」，自此從「絶對空間」
（absolute space）延伸到「相對空間」（relative space）、「關係空間」（relational space）甚而也觸
及到了「生活空間」
（living space）
。而綜合自 1960 年代以降的地圖革命與空間革命，我們可以很
清楚地瞭解到「地圖」與「空間」深深地把地理學的精神要義定錨，一個是可以很實際落實的學
科工具（Geo-tool），另一個則是可以上溯至形而上的地理哲學（Geophilosophy）的論述和基礎。
如此深長的學科縱身，既可以遁地也可以飛天，可以很思想，但也可以很實際。而如此飛天遁地
的學科，就一如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般，當我們很實際地問人「Where are you？」時，其回答卻
也可能是從一實際的「場所」
（locale/ place）
、
「位置」
（location）的回答一直到直探心靈深處的「我」
到底是在哪裡的探問。也因此，若是我們在學科的學習和教學設計上，可以從學科之縱身哲學來
思考，或許在教學設計上可以跳脫一般在傳統地理教育中，先以知識的汲取獲得為主導的面向，
或是只是以人文地理（人口、經濟、交通、聚落與政治）與自然地理（地形、氣候、水文、土壤
與生物）之分野來進行單元教學的認識。
是故，筆者在大學地理學通論的授課中，嘗試以人－地關係為主軸，來作為一系列的課程設
計。目的是希冀同學們能跳脫國／高中地理教學的刻版印象和思考模式，進而透過心智圖（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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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等系列課程操作，來與環境、地理和心理對話，進而深究這地理學中人地關係之深層互動。
因為心智圖是學科中一種最為簡單探索空間與心理的「地圖」，「它」可以反映人類對於地方／空
間或環境的基本認識與意義的理解，同時「它」更可以代表人類在地方／空間或環境中的感知能
力（perception）（柴彥威等譯，2004：439-440）。因此，若為瞭解個人對於一地的空間或環境的
基本認識及意義的理解，心智圖不缺是一種經由他／她人之手而展現個人心理－地理的很好的工
具。
而空間經驗是吾等透過「身體」與世界交相指涉而來的感通經驗，同時亦是個體在「當下」
與其「情境」空間相互「感通」之心理具像處境的樣態（蔡怡玟，2015）。因此，「空間經驗」實
是包含著人之五感知覺（眼、耳、鼻、舌、身）綜合的「身體」感通之經驗，而整體說來這五感
知覺實是種感覺團塊（a block of sensations），因此我們又可以說人們對於一地的「空間」經驗，
實是建構在人之五感知覺與人或景或物之「共在」「共存」之基礎下。於此，梅洛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對這「身體－主體」
（body-subjective）的感知「可見性」說道：
「……讓身體呈現
為運動的主體、感知作用的主體，如果這不是口頭說說，它意味著：身體是做為觸與被觸、看與
被看、一種反射迴響的場所，透過它，將自身關聯於某種不同於它自己物質團塊的能力、將它的
迴圈連接上可見者、連接上外在的感覺物的能力才會展現出來。基本上：肉的理論（théorie de la
chair）
，把身體視為可感知性（Emfindbarkeit）
，而將事物視為是蘊含在其中。……」1由此，我們
可見空間經驗中之「我」是透過「身體」與「世界」接連。而如此「身體－主體」對於這周遭感
官式之直覺、反應與想像，是否又如康德（Immanuel Kant）所講述的美學般，「美」不應只是思
量觀者與對象物之間之關係，而是一種思考根植於此種關係的靜默觀思（牟宗三，2009；Wenzel,
2005: 2）
。於此，若是我們把對於一地靜觀默思的感受（即上述之美感經驗（aesthetic experience））
，
看成是對於一地的地方或空間經驗的「身體－主體」意向性所在，那麼如此對於一地的靜默觀思
應該是會更捕捉到地方／空間其較為感受性的精微之處。再者，人文主義地理學者段義孚（Yi-Fu
Tuan）
（Tuan, 1989）亦說道，審美經驗（aestheticsexperience）實是存在在我們日常生活當中，而
身為地理學者的我們應該更打開我們的感官知覺，來接受和再現我們的感官經驗。
而目前國內在地理學門中，嘗試以審美經驗來看待空間經驗中的學者，除池永歆（1996；2005；
2007）
、黃士哲（1996）
、劉鴻喜等（1996a）
、劉鴻喜等（1996b）
、潘朝陽（2005；2011；2013）、
蔡文川（1991；2007；2009a；2009b）、蔡怡玟（2011a；2011b；2013；2016；2017）等學者（以
上排列方式，除筆者外其它均是以第一作者之姓氏筆劃排列）外，實仍屬少數。此外，在探討地
理教學涉入美感教育的文章亦不多，如：池永歆（1996，2005，2007）
、李明燕、高慶珍（2010）、
高麗珍（2014）
、陳國川（1994）
、潘朝陽（1990）
、蔡文川（1991；2007；2009a；2009b）和蔡怡
玟、白居諺（2015）、蔡怡玟、羅長庚（2016）及蔡怡玟（2017）（以上排列方式，除筆者外其它
均是以第一作者之姓氏筆劃排列）。然而，地理學的學科本質乃在於對於「大地的描繪」（取其英
文字首 Geo 大地的，及英文字根 graphy 圖像描繪），是否我們對於這大地感受的感性直觀早已

1

原文出自於梅洛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自然：法蘭西學院講稿》（La Nature: Notes Cours du
Collége de France）
〈自然概念，1959 至 1960 年，自然與邏各斯：人類身體〉的「第一草稿」中（引
自龔卓軍譯，200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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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烙在我們的日常生活當中？抑或是「當人類始祖站立蒼茫，舉目四盼，心有沉思，內有感懷之
際，其先驗的『空間直觀』就已經萌發啟動」
（潘朝陽，1990：79）？而若日常生活是一種無意為
之且自在的感性直觀（劉悅笛，2005a；2005b）
，那麼這一切的生活中的感性直觀，是否就可稱為
是一種本真的生活？同時，在這本真生活的當中，我們所把握到生活中各種對於審美的判斷
（judgment of taste）與感受，是否亦是一種「身體－主體」存在存有之連動基礎？
也因此，若是根據學科本質，這直觀的地方／空間經驗應是具個人化且感受性的，而就學科
的教育精神而言，是否當人心（human minds）確切地與地方／空間連結時，我們才能更能瞭解自
己的環境和所為何來？因此，本文為理解若是以人文主義地理學（humanistic geography）所彰顯
之「存在空間」來探究地理美學（geographical aesthetics），是否更能探問及汲取地理學之人地關
係和其本質之所。而若是如此，當我們回到地理課程上之教學設計，是否亦能更細緻地設計或操
作這人之五感知覺之於「身體－主體」之能動性和可能性的審美體驗。為此，如下本文就試以「當
『空間』的轉向：存在與人與空間」、「存在之無所不在：地理美學、地理教育與心智圖」與「我
在與我不在：課程操作、學習成果（詮釋）與討論」三部份來與同學們在通識教育中心所修習的
「地理學通論」之課堂作業，作一理論與實際應用的對話。

當「空間」的轉向：存在與人與空間
長期以來「空間」是地理學的基本研究觀點。地理學家透過如此觀點，觀察、研究、探問及
組織地表種種現象，同時亦企圖憑藉此種觀點來為其學科建立獨特之研究領域及範疇（施添福，
1990；Hartshorne, 1958; Johnston, 1979; May, 1970）。而自 1960 年代晚期，「空間」的定義已從原
本科學世界中所定義的「絶對空間」，逐漸轉向以「生活世界」
（lebenswelt; life world）2所開展出
來的定義來探討。而如此的研究轉向，實是因「空間」其物理地點位置之探究，已被人文主義精
神所賦予之人類價值、意義及情感依附等面向所取代。於此，地方與空間的要義開始轉向追尋其
深度與廣度的意涵。而以人文主義精神為基底的「存在空間」
，其最主要展現的是：我們自身會因
顯現而去感知空間「所在」的問題。同時，我們也會再藉由此一感知，進而去追尋這個以「身體」
為主要參考軸心的人與世界關連之中介指涉對象的探問。因此，空間之於「存在空間」的探究，
不是一三度空間，而是在世界之中的空間，是屬於「自我」
「身體」
「存有」之部分（汪文聖，2000：
68-69）。
也因此若是我們把「空間經驗」當作是以「人」－自身為出發，那麼身體的意向性又或是身
體感，在這裡就會是一個非常個人且具有差異且流動生成的變化。德勒茲（Gilles Louis René
Deleuze）在《法蘭西斯．培根：感覺邏輯》（Francis Bacon: Logisque de la Sensation）中提到：

2

「生活世界」
（lebenswelt; life-world）最早一詞是由胡塞爾（Edmund Husserl）在 1936 年所發表的《歐
洲科學危機與超越現象學》（Die Krisis der Eeuropäischen Wissenschaften und die Ttranszendentale
Phänomenologie）中提出，其認為生活世界是我們（主體）在每天的生活中存在在這裡和那裡的種種
實踐的概念，而「意義」
（Sinn, Bedeutung）在此是由主體在生活世界中進行而被給予（Husserl, 1970b:
104-105）。然而，在此「客體」或「存有」還是由主體決定，没有自己的獨立實在性。「生活世界」
就是，我們日常生活於其中的世界，是一個充滿動感的世界（吳汝均，2001：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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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覺的一面被轉向主體（神經系統、生活動作、本能氣質……）
，感覺的另一面
被轉向客體（事實、地方、事件……）
。或者說感覺根本没有任何一面，它在主體和客體
之間是無法溶解的，以現象學的意義來說，它是在世存有。同時，我在感覺中生成變化，
某些事情透過感覺而發生，一種感覺透過另一種感覺而發生，一種感覺在另一種感覺裡
發生。在邊界狀態中它是同樣的身體，同時是主體與客體，給出感覺也接受感覺。
（引自
龔卓軍，2006：100-101）
因此，在空間經驗中若是我們以「感覺」來表達身體對世界之開放性，那麼「感覺」在空間
經驗中就是一種等待、招呼和回應的流變生成（龔卓軍，2006）。而「流變既無開始，也無終結」
（李育霖，2015：13）
，其是具時間性的（歷史）
，但也具空間性的（地理）
。也因此，空間中的存
有，是動態的，
「它」是經由瞬時的積累，堆疊而成。是故，在空間經驗中倘若我們用細微的「感
覺團塊」去覺察「身體感」與「空間經驗」，那麼我們應是可以更還原或是貼近空間經驗之本真
性（authenticity），同時也更會明瞭自身與空間間或環境間之相互指涉及融合共有與共存之部分。
而若是要探問支撐起「空間」
「存在」之基本根源的理論脈絡和依據，如下我們可以就胡塞爾
（Edmund Husserl）、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及梅洛龐蒂的論述來分別說明。

（一）胡塞爾－身體意向性（body intentionality）之「空間」
胡塞爾是首位以意識（consciousness）來說明現象本身的哲學家，而其哲學主要是在闡釋藉
由通過人之意識的意向性，來開展人之「能意」（Noesis）與「所意」（Noema）之部分，而為此
胡塞爾亦開展了「意識現象學」
（phenomenology of consciousness）的初端。而在這「意識現象學」
中，胡塞爾所欲表述的就是憑藉此一意識意向性，可以開展出自我與世界之展現（吳汝均，2001：
69；Husserl, 1982: 81）。胡塞爾（1970a: 578）道：「我實際的當下……事實上是透過種種方式，
使自身關連到一個被表象的對象方面去。……而在這之中對象在其中是『被意旨的』
，是『被對象
著的』」
。因此，空間經驗中之「我思」
，是一極具身體意向性之能動力。意識的活動離不開它的意
向性，而如此的我思，又是源於自我，以自我為中心，將自我所投射出的視線與某一意識相聯結。
於此，意向性是一種相關的概念，它是有意向的自我或意識本身，也是有所意向的對象（吳
汝均，2001：78；Husserl, 1982: 199-201）
。而如此意向性，對於「空間」而論，則是一種自身「身
體」處於覺知的角色後，再進一步去指涉周遭環境的過程。也就是說，透過「意向性」我們可以
進一步連結自身之意識及世界，而使得自身所環繞的「空間」被覺知了起來，同時這被覺知的空
間，也使得世界朝著意識前進，因而顯現自身。是故，我們也因這以「身體」覺知做為主要依據
之意向性「空間」，而開顯（disclosure）自身「生活世界」的另一個空間向度。

（二）海德格－存在意義下的「空間」
從上，關於胡塞爾以身體意向性來闡釋被知覺到的「空間」
，我們可知「空間」對於胡塞爾而
言，是由身體之覺知進而意識到客體（周遭）存在的部分。而如此「身體覺知的空間」仍是以「客
體」或「存有」為一「主體」或「理性」所給予而成。在此，客體或存有是由主體決定，主體是
為世界而存在（for-the-world），主體仍屬外在（汪文聖，2000：65-66；Peet, 1998: 39）。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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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海德格而言，其與胡塞爾不同的論點是，其以為人之在世（in-the-world）實是可以企圖展現「空
間」存有之意涵，因「存有」是追尋一種徹底根基的「所在」。海德格道：
……在世界之中的存有是一種精神上的屬性，人的「空間性」
（spatiality）是其身體
的自然本質（性）所造成的結果（同時，其也總是源自於身體感（corporeality））。在此
我們遇到的是一種屬於精神物（spiritual Thing）和身體物（corporeal Thing）共同現有在
手之存有（Being-present-at-hand-together）
。然而，這樣整體物的存有（Being of the entity
Thing）卻也因為複合（compound）而顯得比任何時候都還更模糊不清。除非我們去瞭
解在世界中的存有（Being-in-the-world）實是一種 Dasein 的本質結構，那我們就可洞
察 Dasein 的存在空間性（Dasein’s existential spatiality）。（Steiner, 1978: 83-84）。
如此，「空間」－這個現身及手（ready-to-hand）的存在，是一種對「眼前存在」的開顯與揭
露。也就是說，我們對於這個眼前的存在，實是在有了牽掛或操煩（sorge）後，才得以以現身之
姿而存在。是故，海德格所言之空間的存有，實是一種與世界遭逢且發為關徹之心才有的實存。
也因此，我們可以說一個本真的空間性（authentic spatiality），在此是因 Dasein 而愈發顯現。而
也因為這 Dasein 的操煩、牽掛亦真真使人對於自己所居之「在－世界－之中」的位置有所質問和
回應。

（三）梅洛龐蒂－從身體意向性走向存有之多重「空間」
從上我們可以瞭解，胡塞爾對於「空間」之意涵是著重顯現在身體的意向性上，其是經由身
體之意向性，再進而瞭解世界。而海德格對於「空間」的闡述，則是以人之「在世存有」為出發，
來關照這「空間」
「此在」
。於此，梅洛龐蒂則是結合了胡塞爾的「認識論」及海德格的「存有論」，
進而從人之進往世界（toward the world）來瞭解及認識這多重的「空間」意涵（汪文聖，2000：
50）。梅洛龐蒂說道：
在我的《知覺現象學》3（Phénoménologie de la Perception）裡，我們不再呈現對知
覺行為湧現的探討，相反的是，我們將注入我們自己在這些行為當中，以便於分析此種
主體與其身體間和世界間的特殊關係的連結。因為就當代心理學和心理病理學而言，身
體不再是屬於被分離的精神視野下的世界中的客體。身體是屬於主體一邊，是我們在世
界上的觀點，同時也是精神藉以呈現特定的實體（certain physical）和歷史處境的地方
（Merlau-ponty, 1964b: 4-5）。
於此，對於梅洛龐蒂而言，身體意向性是將意識與身體完全結合在身體中（此點與胡塞爾的
3

此書出版於 1945 年，是梅洛龐蒂以現象學心理學（phenomenological psychology）為出發點的代表作
，書中以「身體－主體」為主要論點，企圖打破意識哲學的框架，藉由「身體－主體」源發之意向
性，形構出「在世存有」（being-in-the-world）的時空感受、欲望活動、意義指向的存在完形結構（
龔卓軍譯，20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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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識與身體分開是不同的）
，而後其又再進一步將此一概念，與海德格之「存有」觀點結合（汪文
聖，2000：60）。是故，「身體－主體」便成為梅洛龐蒂在處理意向性時一個與胡塞爾大大不同之
處。因此，身體在梅洛龐蒂眼中，不僅是在經驗裡偶然被聯想的內容統一體，更是一種被意識到
在一交感世界中的存在。而此一被意識到的交感世界不只具有位置的空間性，同時更具有情境的
空間性，如此，也就是一種代表自身－我之身體進往世界的存有，亦是一種在情境中的存有現象
（汪文聖，2000：58；Merlau-ponty, 1962: 100-102）。而如此「情境」的「存有」，亦說明了「空
間」實非是一個絶對空間，而是一個在相對中所呈現出來且具多重現象之空間（汪文聖，2000：
61-62）。
從上，梅洛龐蒂對於身體意向性之闡述，是著眼在一種「身體－主體」全面意向性之開展中，
而如此亦說明了人在世界裡的行為能力，同時更也使得個人之身體朝向世界，並亦進入了我們所
謂的「生活世界」中。
綜上，我們可以從胡塞爾、海德格及梅洛龐蒂三人對於「空間」的理解中，瞭解到：此三人
皆著眼於對「空間」的理解要從生活中出發，也就是，
「空間」是一種「生活世界」的空間。然而
這樣的理解「空間」
，並非全然否定抽象論的空間概念，而是認為抽象空間應需建築在生活世界的
基礎上。因此，此三人皆漸次地將人之身體運動藉以作為構成空間的基礎，同時也藉此基礎再將
人與世界連繫了起來。而在此，梅洛龐蒂則是更進一步將人之意識從身體出發，因此，「我能夠」
可以成為一具體的實踐，甚或成為一種存在的意識（Merlau-ponty, 1962: 137）。
而從上，對於胡塞爾、海德格及梅洛龐蒂對於「空間」的理解，我們可知人文主義地理學其
所著重闡述的「存在空間」
，亦是綜合胡塞爾、海德格及梅洛龐蒂所對於「空間」的理解、論述而
來。是故，在人文主義地理學中，
「存在空間」所主要的顯現，是由「主體性空間」
（subjective space）
發展而來（潘朝陽，2005：69）。亦即，「存在空間」是一「身體－主體」之空間，同時其也應是
自身在與「時間」
「空間」不斷遭逢錯落相對定位中時，所產生的一種與環境交相、指涉的五感知
覺（蔡怡玟，2015）。如此，「存在空間」亦可說是一種自身對於四周環境的探索循環，同時亦是
一種「身體－主體」意向性之「時空」
「感通」狀態。於此，若是我們就「身體－主體」的間際性
（distanciation）再詳以說明，則可用「身體感」來表述此一意向性的所在。對於「身體感」龔卓
軍（2006：57-58）說道：
如果我們的自身身體是一個「零度身體」，（我們；筆者所加）不僅在此中構成「自
我」形象和自我的意向活動，
（同時；筆者所加）也由此投射出物理空間、價值感受、個
別物體、他人身體……身體如果是意向活動及表達的一個不可或缺的起點，那麼將身體
視為意向表達的一個側面，就有它的現象學意義……
如此，我們可知「身體感」是生活世界開展的重要界域，透過「身體感」我們可察覺到自身
在「此在」當下的情緒、心理現象、情感及其價值活動，因此「身體」可成為種種意向之功能基
礎。而透過如此身體感之基源存在，我們更是可以藉自身而通向他者，因為自身的「在此」
，可以
成為我們瞭解他人的參考軸心。也就是說，在「身體感」中所產生的「自我」形象、自我的意向
活動，或者由此所投射出來的物理空間、價值感受、個別物體或是他人身體，都是經由「我」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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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這個參考軸心中介，通向「他者」並與他者「共存」
（龔卓軍，2006：56-58）
。因此，這
個我－自身形成的軸心參考空間構成了「自我」與「他者」的「共同世界」
。於此，空間經驗的我
思及我想，是一種身體朝向世界的意向開顯。也就是，在我們透過意向性將身體投向世界後，身
體才活出「時間」「空間」的整體，並以「身體感」之在場帶動「生活」「時間」與「空間」的感
受。如此，我們再將這些感受收編納入經驗現象，讓這些經驗現象在時空轉換後仍得以回返（龔
卓軍，2006：78）
。因此，空間之存有，與身體、感覺之流變生成密不可分。而「存在空間」更是
展現了這身體－主體意向性（body-subjective intentionality）之意義和價值所在。
是故，我們可以說在人文主義地理學脈絡下的「存在空間」最終關注的是：人經由「身體」
「空間經驗」之「感通」後所引發一系列或是連續性的意向性之心理現象具像處境（蔡怡玟，2015）
。
而此一系列或是連續性之意向性心理現象具像處境實是交雜著自身過去對此地的（感官）經驗與
情感之積累，於此，我們感受到的「當下」，是與過去連結，同時站在此一「當下」，我們又準備
將此一「身體」「感通」之「經驗」投向未來。
從上，我們實可瞭解：
「空間經驗」之身體與主、客體間之意向性，實是「存在空間」重要指
涉之一環，同時其也具歷時性之特質的展演。也因此，我們可說人文主義地理學所著重闡述之「存
在空間」與「身體意向性」間是具歷時性的，同時也相互依存、相涉相融。而如此具歷時性的「存
在空間」與「身體意向性」之相互依存且相涉相融，是否就如同康德所講述之美學般，是一種審
美的判斷？ 4而若是如此，此一對於「存在空間」「身體意向性」之美感默思的審美判斷，是否又
可成就個人之獨一無二的地方或空間經驗？倘若是，如此個人獨一無二之地方或空間經驗，運用
在地理或環境教育中，又該如何讓學生們從自身深刻之「身體－主體」意向性之感通經驗出發，
來擴及對於家園、鄉里或甚或是國家或世界的關照？而若要回答這些問題，我們或可就如下的地
理美學與地理教育間和心智圖之相互關係來做說明。

存在之無所不在：地理美學、地理教育與心智圖
（一）地理美學與地理教育之「存在」
1. 地理學與美學的疊合
在地理學脈絡中，第一位將審美經驗與地理環境關係連結上的學者應就屬康德了（鐘士倫，
2013）。而其在著作《自然地理學》（Physical Geography）裡，嘗試從自身的視覺、聽覺、味覺
及嗅覺的判斷來列舉對世界各國的描述，例如：緬甸的居民常在他們孩子的額頭上放上一片鉛片，
以便把他們的額頭壓寬，同時他們亦認為這是一種特殊的美；中國人所鐘愛的金魚主要是由優美
的金色和其他顏色組成；阿拉伯人用圖案將自己刺青等等（鐘士倫，2013）。也因此，雖然康德
撰寫的是《自然地理學》，但是其撰述和取材時的思路皆已融合自身的審美經驗，甚至試圖將此
一具地域色彩的審美經驗與當地地理環境相連結，嘗試建構一種具地域色彩之審美經驗的地理－
審美觀。此外，在《自然地理學》裡我們發現康德亦以「山區氣候和鄉愁悲劇」來探討國族或地

4

康德（Immanuel Kant）在論及審美判斷（judgment oftaste）時，其認為對象物僅僅只扮演著形式（form）
的角色，也就是，對像物僅是一種具時空結構的形式（Wenzel, 2005: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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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悲劇的生成是否與人們所在的環境有關？ 而如此一系列融合自身審美判斷和具自我美學鑒賞
的《自然地理學》，我們又怎能只稱其為《自然地理學》？
再者，康德如此由自我審美經驗出發所講述及撰寫之人－地關係，其實也大大影響到後繼的
地理學者進而深究探討景觀之於人之感性直觀或感受性等相關問題。洪堡德（Alexander von
Humboldt）在《宇宙：世界自然描述概略》（Cosmos：A Sketch of the Physical Description of the
Universe），主要的論述就是將人們觀看景觀後，所可能產生的一些感受訴之於是一種神秘的心
裡回應或精神態度5。而在此本著作中，我們更可以找到一種被現在的我們所視為是陷落在一種環
境識覺沉思（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deeper thinking）中的「身體－主體－景觀」6 的回應。
然而，此一對於人們觀看景觀後，所產生的神秘心裡回應或精神態度，就洪堡德當時而言實
是要回應伯克（Edmund Burke）與康德所對於在大自然中之美感與崇高感（sensation of the beautiful
and the sublime）的看法（Bunksě, 1981: 138）。而對於個人身處在大自然的崇高之感，洪堡德說
道那是一種身處在大自然中自身「與大自然交流時所被喚醒的一種既認真且又莊嚴的思考」，而
至於身處在大自然之美感，洪堡德則認為「我們的情感大致上會因景觀的不同特性而給與不同的
回應和沉思（Bunksě, 1981: 138; Humboldt, 1997: 76-77）。因此，總體而言洪堡德對於個人身處
在大自然中所感受到的崇高感與美感差別不是在於強度，而是在於不同的個體對於景觀的感受性
如何等態度上（Bunksě, 1981；Humboldt, 1997）。
於此，我們可以說在地理學的脈絡中，康德奠定了地理學與美學給合的基礎，而如此的結合
也成為其日後發展美學思想體系的重要根源（鐘士倫，2013）。然而，康德此種對於對象物的感
性直觀，對於後繼研究者而言，哲學的來說，總是要想著如何來看待這之間間際化或所謂感性直
觀等的問題。也因此洪堡德是將這對對象物之感性直觀訴之於是一種心靈上的「神秘的回應」，
而這神秘的回應以現今來看其實就是夾雜著我們對於一地的想像（Bunksě, 1981）。而之後，赫
特納（Alfred Hettner）
（1927）在《地理學：它的歷史、性質和方法》
（Die Geographie, ihre Geschichte,
ihr Wesen und ihre Methoden）也提及景觀的莊嚴、偉大或優美，不是自然界本身所具備的特質，
而是在人們主觀意志植入後所在自然中獲得的結果（王蘭生譯，1997），又 John Kirtland Wright
（1947）也提及地理的想像其實充滿著主體與客體間的相互指涉，同時就歷程而言，其包括推廣
的想像、直覺的想像與美感的想像。而 David Lowenthal 在 1961 年所發表的〈地理學、經驗與想
像力：邁向地理學的認識論〉（Geography, Experience, and Imagination: Towards a Geographical
Epistemology）中，也開宗明義地以經驗和想像力為名，同時並也提及這些經驗與想像力似乎都
與日常生活相關。此外，段義孚（Tuan, 1989）更是認為透過審美經驗，我們會發現空間或地方
的未竟之處，同時我們也會因此更瞭解自己所為何來。於此，Edmunds Valdemârs Bunkše （2007）
更是以〈感覺為憑，又或者說景觀是一種在世存有的方式〉（Feeling is Believing, or Landscape as
5

6

此書共為五卷，是洪堡德（Alexander von Humboldt）總其一生的研究後，首度綜論地理學這個廣闊
領域的巨著，是其最具原創的著作，同時也是其所有著作中寫得最好的，並且也是其最後的著作（鄭
勝華等譯，2003：83）。而此書的目的最重要的就是去闡述自然的一致性、統一性與相互關連性。
同時，其也認為作為自然的一部分，人類的生活與歷史，是被鑲嵌在自然中並被關連到自然（池永
歆，2005：50、53）。
陳文尚（1986：147）在〈存在空間的結構〉裡的闡釋中，最後提出「存在空間」最終是以「身體－
主體」為源發地而向周遭之景觀（客體）交相指涉、相互交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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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Way of Being in the World）來闡釋景觀之於個人實是因其在環境中受五感知覺的影響下而形成
一個統一的整體概念。而 Harriet Hawkins（2013）也直指當我們身在環境中，其實不是只有視覺
的存在，而是應視“身體”為一整體，然而身體的感官是一種複雜的糅合。
從上我們可以明瞭：當我們欲將地理學與美學領域疊合時，如何體現與跨越人與地（主體與
客體）之鴻溝、指涉與模糊地帶，是很多學者一直努力想要嘗試和打破的界線。而為什麼打破如
此主體與客體鴻溝、指涉與模糊地帶這麼重要？因為在德勒茲與瓜達里（Felix Guattari）的〈地
理哲學〉7思考中，感覺團塊的現時（l'Actuel）與流變非常重要。而如此的現時與流變，既非開始，
也非終了，「它」是個中域（milieu），是我們變向的現在。也因此，若是我們將德勒茲與瓜達
里對於感覺團塊與現時、流變的概念，援引至人文主義地理學中「身體－主體－景觀」其意向性
間際性時，我們或可再思考和深化人文主義地理學所著重、關切之「存在空間」與「身體意向性」
之探究。因為當人們在面對「空間」「存有」時，其實是在面對此一身體「當下」「存有」之「情
境」「感通」，而如此的「存有」，在梅洛龐蒂看來實則是一種藉由可見的「身體」去看見其中
「不可見」之精神的可能。
也因此，當我們把此等「我」與「身體」
「世界」連結走向日常生活時，我們實是時時刻刻都
在時間與空間中的感性與理性交融中渡過，也就是我們實是存在在一個具時間、空間歷時性且具
意向性的存在場域中。而如此在生活中的理性與感性之建構，其觸動的就是我們五感知覺相涉於
日常生活的「情境」脈絡（蔡怡玟，2016）。而如此關於日常生活中與我們所相涉、相融的五感
知覺經驗，實是一種屬於美學的範疇。而「美學」在美學之父鮑姆加登 8 （Alexander Gottlieb
Baumgarten）一開始之開宗明義講述時，就以“aesthetics＂之字義開始講述9，而“aesthetics＂就
其字義而言，有個人感知（sense of perception）之意涵，也因此「美學」應屬於一種“感官學＂，
是一種關乎感覺或是一種感性認識的學說，而所謂感性認識，在鮑姆加登地眼裡就是意謂著我們
總是依賴低級表象的能力，而去獲取高級表象能力的概念。而此也意謂著在生活中的我們總是不
斷地在時間與空間的遭逢中去用以感官的方式（（可見的、可聽的、可嗅的、可觸的、可感的）低
級表象能力）來建構和去探究物與我之間的關係和其何存共在與否之問題（（不可見的）高級表象
能力）（蔡怡玟，2016）。也因此，在生活世界中的我們，就會以此種感知之方式從表象的「可
見」、「可聽」、「可嗅」、「可觸」或「可感」中過渡到一種「不可見」的高級表象能力中，而如此
從低級表象的能力，過渡到高級表象能力的概念，實際上在我們的生活中就會起了一種先導或是
7

8

9

此一篇名是出現在德勒茲（Gilles Louis René Deleuze）與瓜達里（Felix Guattari）所合著的《何謂哲
學？》（Quest-ce que la Philosophie?）裡。而德勒茲與瓜達里的「地理哲學」，主要是以大地觀（法
文：Terre；英文：Earth/ land）為其核心，然而這大地觀實是充滿著複雜的空間（如光滑空間、條紋
空間）與運動圖式（如領域化、去領域化和再領域化）和美學（如流變生成與游牧）等概念（麥永
雄，2013）
。也因此，德勒茲與瓜達里的「地理哲學」提供了我們一個觀看這動態且又複雜世界的另
一種方式。同時在這觀看的同時，流動生成之間也早已成了另一個「新大地／地球」（new earth）。
鮑姆加登（Alexander Gottlieb Baumgarten）於 1750 年出版《美學》（Aesthetics）一書，是第一位倡
議將有關這些感性的認識建立起獨立研究且成為一門哲學學科之人（劉昌元，1986）。
事實上關於“aesthetics＂在中文世界裡是否翻譯成“美學＂，在學術界仍有很多爭議。例如：朱光潛
覺得以“直覺學＂來稱呼較妥，或有人採音譯之方式稱之為“伊斯特惕克＂。而劉悅笛（2007：26-27）
則覺得其漢語的對應，應為「感性學」較為恰當。但一般我們還是以王國維在 1901 年一系列的譯著
裡所用之「美學」的語彙和定義－“美學者，論事物之美之原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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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式的作用，讓我們從而去開展和建構我們所認知的世界。
2. 地理美學與環境識覺
而在地理學中，環境識覺是一種將“識覺＂（perception）視為個體在經由其感官接收後再由
其價值系統對於真實世界採取反應、行為或決策，或甚或是將此一價值系統對於真實世界所留存
的感知意象儲存或記憶起來（Downs, 1970）。然而，此等觀點卻對於個體在其價值系統內所形成
對於事物或時間、空間的記憶、態度、儲存等內涵，猶如黑箱般難以掌握（施添福，1980；韓菊
美等，2011；韓菊美、吳連賞，2012）。然而，以“識覺＂－ perception 的英文字義而言，其主
要意涵是：1.經由視覺、聽覺、嗅覺、味覺及觸覺等感官經驗去察覺事物。2.是屬於一種經由某
種事物或資訊連結而產生的較為直覺式地瞭解、詮釋或洞見。 10也因此，識覺研究無論就其定義
本身或是其內涵而言實無法脫離主體性（subjectivity）
，同時也無法脫離主、客體相涉且相融之問
題（韓菊美等，2011；韓菊美、吳連賞，2012）
。同時，一般識覺研究在感官世界的型塑或是處理
上似乎有化約或是難以精準掌握的難題，因為生活中感官的經驗是一種「情境」的「存有」，其
實是根據「身體－主體」之能動力而存在。因此，我們不因身體而存在，而是因這身體有了對象
物、有了意向性之後，才在這多面的不同情境中，顯現其價值所在。而如此「情境」「存有」也
顯示了自我本身之「在世存有」，是結合身體、意識在身體中的「存有」，它同時具有相對性也
具有主體性，是在己也是為己的一個「存有」情境空間（陳文尚，1986：139）。所以，若是論及
識覺研究，倘若我們可以以人文主義地理學或是現象學地理學（phenomenological geography）來
關照這一人之感知狀態與地方間或空間間互動之多樣面貌，其應該是可以較為深化地理學之人地
關係和其終極的回問。
而從上若是我們以此基底來從事識覺的研究，那麼進一步而言，我們是否又可將這對於一地
所看、所觀之感之情緖和感官經驗，視為一種屬於地理學門中的美感範疇？因為生活中的我們實
是透過這些光影、聲音、味道和觸碰等感官知覺，去建構我們所對這世界的認知，然而這些認知
僅只於是我們對這世界第一層的認識和探索，緊接著我們又透過這些感官經驗之吉光片羽，去建
構自身／置身所在的探問或回問（蔡怡玟，2016：108）。據此，審美經驗似乎早已隱没在「識覺」
探究裡，只是我們未曾覺察或是已然覺察但卻不知如何處置而被我們有所擱置、忽略或遺忘。
也因此，當我們以人文主義地理學的關照，將「身體－主體－景觀」、「存在空間」、「環境識
覺」及「現象學地理學」相融合時，一種純然屬於地理學的美學範疇，就焉然而生。但是，若是
我們將「美學」二字提上此一範疇之時，此一命題就會是一種屬於哲學的命題，是一種對於事物
本質之追求，同時也是一種個體或群體在追求心理對於事物之知、情、意的部分，而不是一種所
謂「美」的概念分析。此也亦即，若是我們要將地理學與美學的視域疊合，則其範疇遠比探究「美」
這個概念來得廣且深遠得多。是故，在這屬於地理學的美學的範疇中無論是悲傷的、歡愉的、浪
漫的、和諧的、愉悅的、刺激的、震撼的又或是深沈的、淨化的、具廣度或深度的均是屬於其範
疇之一。也因此當我們以「審美經驗」來看待「身體－主體－景觀」之人地關係（又或是存在空
間）的意向性時，其就會是一種中介（in-between）或橋樑，因為透過「審美經驗」，我們可以對
10

原文如下：Perception: 1.The ability to see, hear, or become aware of something through the senses. 2.The
way in which something is regarded, understood, or interpreted;intuitive understanding and insight.(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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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地方經驗有著較為融合主、客體相涉且相融之更精細或精微之觀察或描述，同時我們又可
藉此精微或精細之空間／地方觀察或描述，來反思或加以回饋到我們的地方或是空間經驗，於此，
其也可以說是一種深化環境識覺的取徑或脈絡。
3. 存在之無所不在：地理美學與地理教育
當洪堡德開始講述我們與地方之間會有一種神祕的回應開始，地理美學早已在學科中生根。
而 Lowenthal（1961）更是以想像力的開展來回應這洪堡德的神祕的回應。於此，段義孚（Tuan, 1974）
亦提及，我們實是身處在一個包含了身體（視覺、聽覺、嗅覺、味覺、觸覺）、美感和土地等元
素的情意空間（sentiment space）裡。而空間中的「審美經驗」，實是一種最直接也最容易表達我
們對於一地的感官知覺和經驗。因為當我們身處在一「情境」「空間」時，一個眨眼、一個手勢
或是一個擺動或其他等行為，都有可能會是我們回應於這「情境」「空間」的一種方式。然而，
儘管審美經驗會隨著每人不同的生活文化背景和層次，而在細節表現上有所不同。但是，審美經
驗的確是我們可以瞭解地方／空間的一種極細緻之表現，即使是一個較不好的或較差的審美經驗
都是（Tuan, 1989）。
也因此，我們可以說對於一地的審美經驗，實際上就是一種地理美學的展現。因為地理美學，
實是一種發自內心感官經驗對於一地的召喚（Tuan, 1993）。而這召喚可能是「當下」「情境」
的光影、色彩明暗或是動靜之態等狀態。而如此個體身處於「情境」「空間」的「身體」「空間
性」，實就有如梅洛龐蒂所言，是一種「身體」「情境」「存有論」，同時也是一種物質之序、
生命之序及心靈之序的辯證過程（鄭金川，1989：35）。於此，「地理美學」可說是人相涉於環
境中，關涉到自然的、人文的和人類問題情勢的一種樣態。因此「地理美學」並不是只是在指稱
人與環境間之一種外在關係，而是一種更能彰顯這人與環境間之更深層次的自我感知與內在變
化。是故，「地理美學」應具有人與外在或人與內在心靈雙向且雙面溝通之意涵。也由於此，地
理美學應可說是一種「身體」在「空間」「情境」中的指涉過程。
而若是論及地理教育，回到學科的本質－人地關係，什麼是我們希望世世代代的子孫可以好
好守望的？是知識？抑或是地表的任何一切現象？從上的回顧，我們可以瞭解：自康德開始，就
有不少地理學者們努力地希冀跨越地理學與美學的鴻溝，嘗試將「身體－自我」置入於環境中，
並且透過自我之感知來形成或建構一個屬於自我的地理學的殊相。而為什麼如此殊相之自我地
理，那麼重要？或許，就正如沙特（Jean-paul Sartre）所云：「存在是其所是」（陳宣良等譯，
2012）。我們無論身處在那一個座標軸上，實是都要透過自我的探問，而完成自我。而如此自我
的人－地關係，正是結合自身與空間和時間的探問。再者，如此自我的凝視與探問，在德勒茲與
瓜達里的眼中，其實都不是學科，而是在所有學科中去建構一種共相（Universaux）的機器（林
長杰譯，2004：6-7）。而如此在學科間建構共相的機器，換言之也就是在各學科間去尋求一種共
在、共融之基礎。而回到地理學的脈絡，若是以地理學和美學的共相共融，我們或許可以以心智
圖去疊合和交融，因為心智圖在地理學中是最最可以去描繪和展現個人身體感通之地方／空間經
驗的一種工具。因此，如下我們就針對心智圖的理論、脈絡與其應用和其與「存在」價值之關係，
來做一介紹和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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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心智圖的存在與無所不在
環境識覺是人類與環境關係體系裡不可分割的部分（張長義，1977）
。然而到底是什麼樣的因
素影響我們的環境識覺？又或在環境中我們會汲取什麼樣的資訊來進行空間行為和決策？因此，
個人對於空間的認知，成為我們在深究環境識覺時一個很重要的課題。而空間認知主要處理的就
是關於我們如何去獲得、組織、儲存及回憶有關空間的環境訊息。然而，是否每個人的空間認知
都大同小異？倘若每個人的空間認知都不盡相同，那麼這空間認知的差異又從何產生？
以地理學的脈絡而言，最早英國地理學者 Peter R. Gould （1970）在其〈OnMental Maps〉
中以美國加州、明尼蘇達州、賓夕法尼亞州和阿拉巴馬州的大學生為實驗對象，要他們排列出畢
業後所願意居住的州別順序，結果顯示大家對家鄉偏好最高。之後，這個研究也被延伸應用到歐
洲及非洲等地或甚或是移民潮的研究等等（柴彥威等譯，2004：439）。Gould 的研究，主要著重
在人之於環境認知的選擇偏好上。而至於若是運用個人的紙與筆來簡單完成測試空間心理的表象
特徵，我們則可以運用 Kevin Lynch 在 1960 年所提出的方式，其主要是利用筆與紙請居民簡略
畫出他們所居住的城市地圖，同時並詳細描述在這個城市裡常常走的路線，之後再列舉出他們心
中覺得這個城市最獨特、意象最鮮明之部分，最後再以文字簡單描述這個地方（Lynch, 1960）。
而 Lynch 此種方式的運用，主要是可以探究個人對空間認知的殊相，同時：
我們隨手所描繪的地圖，其意涵遠遠不止於就只是在傳達地理空間上的主要特徵。
因為這些我們在地圖中所繪製的空間屬性，實是屬於我們的且棲居在我們心智（mind）
中，同時也與我們有著很深的情感連結。而我們的心智往往對於距離、方向之判別較為
忽略，但是卻對於事物間之拓樸關係（topological relationship）的再現有著較為清楚且
明確地想法。儘管我們較無法準確掌握事物間之距離、角度（特別是當他們橫跨區域之
時）
，但是空間中存在著哪些差異（如道路、路徑、走廊）而其又是如何連結的我們都顯
得較為有概念。而如此（在腦海中；筆者所加）的拓樸地圖就像扭曲的橡膠板般有著許
多的失真和變形，但其仍舊會保有一些空間間之關係資訊。也因此，在我們腦海裡的地
圖，的確可以幫助我們穿越空間，特別是穿越那些為我們自身所建立的地圖中。
（Ellard,
2009: 127-128）
於此，從心智圖裡，我們不但可以瞭解個人對空間輪廓還有結構的認識，同時其還包括個人
對於空間的評價、意義的瞭解甚至個人對於空間感知的部分（柴彥威等譯，2004：439）。而本文
對於心智圖的運用，主要是著眼在個人對於空間的感知能力上來進行物理空間與地理－心理的詮
釋。而至於會如此嘗試，主要是因為在前一章中，我們對於地理學的「空間」
，主要是從胡塞爾所
講述身體之意向性，再到海德格的存有空間，最後以梅洛龐蒂的多面向的情境存有而終止。也因
此，在我們的研究中，我們是希冀透過在心智圖繪製時的「空間」情境「存有」
，來闡述「存在空
間」無所不在之處。而至於當我們在繪製心智圖時，可能會與「情境的存有」
、
「審美的心理」
、
「與
時空『共感』和『共在』」相融和並存之部分，如下我們就以其所可能旁及之哲學脈絡來作說明。
1. 心智圖與「情境的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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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海德格所言，我們實是一被抛在－世界－之中－存在而「寓居於世」。此一「寓居於世」
「在世存有」
，實則是關乎到「情蘊」
（affectedness）
、
「理解」
（understanding）與「言説」
（telling）
之三重結構面向的探討。而此一三重結構，一開始是始於「情蘊」之開顯，而後「理解」則是順
應著「情蘊」開顯而顯現，最後「言說」則是將「情蘊」與「理解」之開顯來現身（項退結，2006：
76；Dreyfus, 1991）
。因此，若是將此一「情蘊」
、
「理解」與「言説」之三重結構，運用至人文主
義地理學所著重關注之「存在空間」
，我們可以知曉：
「空間經驗」之「身體」
「感通」實是透過「情
蘊」之開顯，而讓我們得以瞭解自身是經「拋擲」後而到這世界上。而此一拋擲之過程實又是順
應著「無法逃避之偶然性」之「時空」脈絡而前進，最後我們又得以以這「時空」脈絡為前提，
將自身之情緒、情感及感通之經驗以深刻之方式顯現或揭露。因此，透過海德格如此對於「此在」
之「情蘊」、「理解」及「言説」之三重結構說明，我們更可以瞭解自身在「此在」中所存在的當
下「脈絡」處境。
而心智圖的繪製，實則是透過個人每天的空間行為基礎，慢慢累積而成（歐陽鍾玲，1982：
64）
。於此，心智圖的形成具歷時性的積累，同時也與時間同時生成。因此，我們可以說當在繪製
心智圖時，個人是與每天的「當下」
（此在）有著「時空」
「感通」的相遇。而如此「時空」
「感通」
的此在，實則是一種在「時間」「空間」中所「隨感性而表現的心靈主體」， 11同時亦是一種日常
生活橫斷面的樣態。因此，心智圖的繪製實可說是一種體現個人在「此在」及「當下」
（此在）之
「時空」脈絡的「感通」經驗及其心理具象處境和脈絡，同時其也可以說是具日常生活的此在所
在和落定。
2. 心智圖與「審美的心理」
「審美」的心理實是一種普遍存在於我與他者（人、物、環境或空間）之間的感官知覺回應
方式。而如此之審美心理回應方式，就康德所言：
「它並不適合所有對象物的普遍性，但它的確是
對每一個人都有效，也就是說，審美判斷必須要與一種主觀的普遍性主張連結在一起。」
（Wenzel,
2005: 33）因此，審美經驗或許就單獨的人，會有個別、單一之特別經驗，但是大致上來說，其
仍是會有一普遍性的主觀存在。而如此審美之普遍性的主觀存在之心理，主要是因為我們的身體
會有一個「源發」的意向性，而如此身體意向性的源發又與感覺之生成綿延。是故，我們透過身
體來與種種感覺發生聯覺，而感官之間也相互包纏，因此審美心理實則是主／客體可以互換、互
為主體的一種心理現象具象處境，同時其又是根基於一些主觀的基礎，如個人的文化脈絡背景、
情感及品味等來發展（Wenzel, 2005: 32-34）。也因此，審美的心理實離不開日常生活，其是一種
11

根據牟宗三所云：
「一切其他“屬於感性＂的概念，甚至運動之概念（在此運動之概念中，時間與空
間這兩個成素被統一起來）
，皆預設某種是經驗的東西。運動預設“某種可運動的東西＂底知覺。但
是，在空間這一方面，若就其自身而思量之，其自身中卻並没有什麼可運動的東西。
（案意即空間自
身不會運動）
。結果，可運動的東西必須是某種“只通過經驗而被發見於空間中＂的東西，因此，它
必須是一經驗的與料。依同樣的理由，超越的攝物學也不能把變化之概念計算於其先驗的與料間。
時間自身並不起變化，但只是某種“存在於時間中＂的東西才會起變化。這樣，變化底概念預設“某
種存在著的東西＂底知覺以及“此存在著的東西底諸決定底相續＂之知覺：那就是說，它預設的經
驗」
。
（牟宗三譯註，1997：151）又康德曾問說：「空間與時間是什麼呢？它們是真實存在嗎？……
它們只是事物之這樣的諸決定或諸關係嗎？抑或空間與時間是這樣的，即：它們只屬於直覺之形式，
因而也就是說，只屬於我們的心靈之主觀構造，離乎此心靈之主觀構造，它們不能被歸給任何東西，
不管是什麼東西，它們是這樣的嗎」？（引自牟宗三譯註，1997：124-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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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直觀且被經驗之物的世界，同時其亦也是一種具原初經驗性的本質直觀的產物（劉悅笛，2005a，
2005b）。
而就心智圖的繪製而言，其實際上是一種屬於心理投射的空間。再者，以 Lynch 的概念而言，
其亦是希冀在繪製心智圖的過程中，個人是可以將自身有感覺的、心裡所認知且最鮮明的地方標
誌或生活路徑勾勒出來。換句話說，在心智圖繪製的過程中，我們是透過自我的意識，將空間抽
象化。然而，這個具自我意識的空間抽象化，具主觀也客觀。主觀是因為這是我的自我意識，客
觀源自於這是我認知上的空間觀察。而如此對於自我空間心理投射的觀察，就空間經驗的審美心
理而言，則是如同巴舍拉（Gaston Bachelard）所云，是回到一種自身之私密性（intimacy）來探
索，同時其實也就是一種人與己或世界之關係的處理和探尋。也就是，
「人蜷伏在世間某個空間，
在那裡，人自身與自己最接近」
。12於此，當我們在看待心智圖的繪製時，實是可以透過審美的心
理，來達成這與外－「在世存有」之朝向世界，同時也與內－「反身向己」並朝向自身的身份來
注視。
3. 心智圖與「時空」的「共感」和「共在」
就梅洛龐蒂而言，
「此在」的「存有」是包括個人自身及其身體－主體之意向性所反映出來的
一種「存在我」（sense of Being）之經驗狀態。而就此一「存在」
「存有」之經驗再現，若是以段
義孚（Tuan, 1989）來看，則是一種要展現「事物的表象不管美醜都有其未盡之處」，而究其這
未盡之處，實就是一種再現，再現於我－自身之身體涉入於「情境」「空間」中時的一種心靈狀
態。也就是，在此一「身體」「情境」「空間」中，主體之「人」與客體之「環境／空間」間所
展現的一種情、景交融之境。而如此情、景交融，對於心智圖之繪者而言實是一種對於「此在」
之「身體－主體」意向性指涉之描繪再現之作（又或者在德勒茲與瓜達里的眼裡，此種事物的留
存是一種保持感覺團塊的樣態，是種知感與情感的組成物（林長杰譯，2004：188））。因此，在
這「此在」之「身體－主體」意向性指涉間，實亦是有一種源自於「我」的此在的感覺存有在「空
間」想像中形成。
因此，從上我們明瞭：心智圖之再現，實則是要展現一個原初的世界（primordial world）（我
的空間／地方或環境觀察）；一個日常生活中我們所經驗的事物；一個我們與它們交融且又停泊
於它們之中又所出的存有存在之世界。而如此存有存在之原初世界之再現，回到地理美學而言，
實就是透過心智圖的繪者將其「在場」之生活世界，再現、轉譯或留存到一個觀者可能具「不在
場」的「時空」向度中。而在這觀者可能具「不在場」的「時空」向度裡，實際上亦是透過繪者
之心智圖再現、轉譯或留存，使得繪者與觀者間承接起一個「時空」之軸，進而使得觀者得以沉
浸在與繪者相同的「此在」「存有」之「時空」。
綜上所述，我們可知「經驗乃是一種在場方式，也即一種存有方式」
（孫周興譯，1994：172）。
於是，我們可說「經驗」「在場」的探究，實就是一種出自於對於「實存」與「實相」之探問。
因為「經驗」的「實存」與「實相」乃是我們與世界遭逢之原初。也因此，透過心智圖的繪製我
們可以與繪者的世界原初遭逢，又或者說心智圖的繪製也是一種再現「在場」與「不在場」的「時

12

引自（余德慧，2003：7）
。參閱余德慧（2003）
：
〈詩意空間與深廣意識〉
。收於龔卓軍、王靜慧（譯）
（2003）：《空間詩學》，4-11。臺北市：張老師文化。（原著作者 G. Bachel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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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共感」機制。因此，在我們的研究中，我們視心智圖的繪製為一種「存在空間」的再現、
轉譯或留存，而在其繪製的過程中，也往往使我們進而在「存在」中得以思考（being thinking），
思考我們自身／置身所在，所為何處。
從上之討論，若是我們回到地理學的本質，心智圖的繪製應是個探問人－地之間互動及情感
連結很好的開始。而若是回到地理教育，目前在國內各級學校的課程安排中，大部分的老師也都
由於既定的教材和考試的排程，鮮少有機會可以讓學生常走出戶外去體驗如此的「空間」「存在」
和「存有」。然而，「存在空間」實是無所不在，對於生活最貼近的觀察，應該是地理學的初衷，
而開放性的直觀想像，也應該是地理學所最包容與最多元之特色。也因此，如下筆者就試以在大
學通識課程的課程操作來與大家分享這心智圖與時空交會的共感和共在。

我在與我不在：課程操作、學習成果（詮釋）與討論
（一）課程操作說明
1. 課堂活動設計理念與目的
最初課堂活動之設計實是以「sense of Being」
（存在我）為內涵，來探討空間經驗中之美感問
題。而如此活動之設計，最終是希冀同學們可以藉由在戶外體驗校園之美後，進而在回到課堂中
時，可以對於「存在空間」與「地理美學」有較細緻的體驗和探討。此外，也因為課程活動限制
在戶外操作，所以同學們在繪製心智圖時，可以隨著五感知覺的打開進而體驗到環境中之美感的
向度。整個過程的施作與進行，主要是希冀同學們可以沉浸在一個較為類自然的環境裡，過程就
有如康德所述：「在看畫時，我們會任憑我們的想像力（power of imagination）馳騁，它會讓我們
追憶和回想我們所看見的是什麼，同時我們也會從中試著去瞭解和去決定它所描繪的是什麼，和
去瞭解它的意涵究竟何在。美感默思的體驗，是歡愉的、自在的，在這之中我們並不是想要去獲
取知識」（Wenzel, 2005: 9）。是故，在課堂中如此操作心智圖與相關空間議題，主要是希冀能喚
起同學們對於這日常生活學習之地的觀察、記憶、體驗和想像。而當所有的觀察、體驗和記憶，
幻化成一縷縷的敍事軸線時，
「符號」就會是另一種敍事的開端或是連結，或甚或是一種再詮釋的
開始。因此，在此課堂筆者主要是希冀同學們可以藉由五感知覺在較為打開後，再進而去描繪自
身所對於這日常生活學習之地的觀察、體驗和探索。再者，如此操作課程的目的有二：
(1) 藉由心智圖之課程安排和戶外操作，進而讓學生體認地理學之人地關係主軸探問和其精神
所在。同時，並在其活動過程中體驗五感知覺之於「身體－主體」之能動性和可能性。
(2) 藉由課程安排，培養學生具備對環境觀察之敏銳度與具關懷周遭環境的觀察與探究能力。
2. 課堂施作情形
此課堂活動，除一開始之心智圖之脈絡介紹、發展與應用在教室內進行外，其他從發放學習
單到學習單的完成，全部都在戶外進行。而同學主要繪製心智圖的場所是位處在校園中的 O 湖附
近（圖 1）
，選擇此地點操作課程主要是因為這裡有階梯式的戶外廣場，視野較為寬廣，同時圍繞
湖區的步道亦設有休憩區和座椅，同學們可以自由選擇繪製心智圖之地點。此外，五感知覺在這
裡相較校園其它之地感受更為豐富，如：風吹、樹影、陽光婆娑、水聲、鴨子叫聲、風聲及晨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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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的人影和人聲等。而同學在抵達 O 湖戶外廣場周遭後，不論是席地而坐，或是選擇坐在校園
所設置的休憩座椅上，便開始拿出事前所準備好的鉛筆、色鉛筆、粉蠟筆或任何有顏色的筆及尺
規等工具，開始繪製心智圖（圖 2）
。而在這活動中，管理者和協助者僅在遠處觀察、記錄，或待
同學有問題發問時，才趨身前往同學作畫處進行問題解答。

圖 1 Ｔ大學Ｓ校區心智圖施作地點平面示意圖
資料來源：T 大（2011）及本研究編修。

圖 2 在校園角落繪製心智圖
資料來源：拍攝者白居諺（左圖）；羅長庚（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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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課堂活動學習單
課堂活動：校園角落與心智地圖
一般人多半以為心智的關鍵是在腦部，但生理學上的最新發現卻顯示，心智其實並不在腦中，
而是隨著無所不在的酵素與荷爾蒙旅行全身，非常忙碌地接收與理解那些我們稱之為觸覺、味覺、
嗅覺、聽覺、視覺，或者方向感等神奇複雜之現象。同時，如此神奇複雜之現象又不斷同步地與
腦中的知識和記憶，以電波之方式進行雙向溝通。因此，如下我們所要操作探討的是，屬於一種
感官的心智對話……。
1. 先說說故事（story-telling）吧!!
請先利用 200 字左右，敍述你／妳今天早上出門來學校上課的光景。
2.(1)請發揮你／妳的想像力，運用各種感官（sensory image）方式來形容今天來上課時的心情。
(2)您覺得什麼顏色最能代表今天的心情？又此種心情最不可能是什麼顏色？
(3)您覺得今天的心情可以用什麼樂音來形容？又此種心情最不可能是哪種樂音？
(4)您覺得今天的心情聞起來像什麼？又最不可能像什麼？
(5)您覺得今天的心情嚐（吃）起來像什麼？又最不可能像什麼？
(6)您覺得今天的心情摸起來像什麼？又最不可能像什麼？
(7)一個星期後，當您想到今天的光景，您會有什麼樣的情緒？又最不可能是什麼樣的情緒？
3. 請畫一張今天你／妳從家中或宿舍中前來學校班級上課的路線圖，在圖中並畫出及標記出你
／妳所認為主要的建物或公共設施及標的物，同時並根據第 1~2 題的提示，完成一張「XXXX
（某月某日，如 0430）我的上課心情」。
以上作業請儘量圖文並茂的描述與敍述。

（二）學習成果（詮釋）與討論
「場所精神」
（genius loci）是一個非常迷幻（fantastic and dizzy）的字眼，它充滿者眾多人的
地理和環境想像。余德慧（2001：154）云：
「人是用生命完成辯證，意即異己者與屬己者的辯證。」
也因此透過地方的書寫或描繪，我們不是只是“認識”地方，同時其亦是一種屬己與異己的辯證過
程。於此，回到上述學習單之操作，如下我們將學生的成果依照題目順序分別以「故事敍事的地
理－心理」
、
「五感知覺的地理－心理」及「心智圖的地理－心理」來做為學習成果的展現與詮釋。
1. 故事敍事的地理－心理
伊塔羅．卡爾維諾（Italo Calvino）在《看不見的城市》
（Le Città Invisibili）裡，說道：
「你在
樹叢與石堆裡走上幾天，很少遇見讓眼睛為之一亮的東西，除非眼睛認出那個東西是另一樣事物
的符號；沙上的腳印顯示有隻老虎走過；一片濕地預告了地下水脈的存在；芙蓉花開，冬天就要
結束了。」
（王志弘譯，2001：23）也因此空間中存在著許多符碼，而這些符碼也得以讓我們循線
去尋找出在空間中或隱或現的故事。Roland Barthes（1986: 92）亦說道：
「城市是個論述……我們
僅藉由在城市裡的漫步、觀賞，在談論自己的城市，談論屬於我們身處的城市。」
也因此透過書寫，不斷地書寫，是再現空間種種樣貌的可能。而如此書寫的過程，不斷地再
現與辯證地方／空間之於我的關係，不正也是一種尋找屬己或異己之方式。而「存在空間」的本
質實要問的就是本真的空間性為何？而究竟這個「真」為何物？若是以「真」－authentic 英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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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來看，其是源自於 author 作者一詞，在《韋氏字典》（New Illustrated Webster’s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Webster, 1992）裡對於 authentic 解釋道：「是根據事實的，依作者所述，具
可信的基礎。同時，authentic 亦源於没有爭議的原初，具真誠可信」。因此，回到人文主義地理
學的脈絡，這「真」若是要還原或貼近，則是需要透過大量對人類行為的詮釋、理解及覺知來闡
述這個存在「本真」的「空間性」。
於此，在上述學習單所設計的題目「先說說故事吧!!請先利用 200 字左右，敍述你／妳今天
早上出門來學校上課的光景。」中，我們可以看到：

圖 3 故事敘事之地理－心理（一）
資料來源：本研究提供。

圖 4 故事敘事之地理－心理（二）
資料來源：本研究提供。

從上我們可以看到學生以故事「敍事」之方式來說明一早從家中出門到學校上課的情形，而
如此敍述就有如梅洛龐蒂（Merlau-ponty, 1964b: 5）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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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藉由我們的身體樣態（bodily situation）來瞭解外部空間的狀況。一個「身體的
或姿勢的樣態（corporeal or postural schema）」時時刻刻都為我們提供關於我們的身體與
周遭事物間的全面的、實際的與暗含的關係。於此，一個可能的移動或「移動投射」下
的系統，都是經由我們，再輻射到我們的周圍環境。我們的身體並不像事物那般位處在
空間之中，而是棲居於或糾纏在空間中。
也因此我們在學生一路趕往上課的過程中，可以看到「灰濛濛的雲層、昨晚的雨水、一路來
早八的課有著宜人的温度及枝頭上的春意」
，同時「搭著火車、細數著車廂中的低頭族、校舍由遠
而近、看到每天熟悉的臉孔卻也不失有一份安全感」
（參見圖 3、圖 4）
。而如此上學途中，我們似
乎透過了「身體感」去感知周遭環境的一切並一路往目的地前去。龔卓軍（2006：69-70）在〈身
體感與時間性：梅洛龐蒂、柏格森與感覺的邏輯〉裡提到：
「身體感」可以說是身體經驗的種種模式變樣當中不變的身體感受模式，是經驗身
體（corps vécu; lived body）的構成條件……不過，從現象學心理學（phenomenological
psychology）的角度來看，「身體感」卻成為一個在內與外、過去與現在之間難以名狀的
現象。因為，
「身體感」不僅對應著外在對象時產生的動覺、觸覺、痛覺等知覺活動經驗，
也涉及了身體在運行這些知覺活動時從身體內部產生的自體覺知迴路；從時間的角度來
說，
「身體感」不僅來自過去經驗的積澱，它也帶領我們的感知運作，指向對於未來情境
的投射、理解與行動。
於此，我們對於一地之「身體」
「感通」意向性經驗之關注，實是一種由我們的五感知覺所形
成一統一體後而居於環境中的一種心理現象具象處境和反映（Bunkše, 2007）。而如此經「身體」
「感通」意向性之空間經驗較為細緻且間際化之過程，時而無以名狀、時而難以運用較客觀之字
詞來陳述。因此，當我們在探討「存在空間」之「存在」時，該用何種方式來論述及書寫這些存
在在空間中時而流變生成，時而又難以名狀之「身體」
「感通」之心理現象具像處境？而就海德格
對於語言的存有，及高達美（Hans-georg Gadamer）所涉及語言是開顯世界意蘊之中介與呂格爾
（Paul Ricoeur）所對於文本與詮釋理解間的主／客體重建與融合關係中，我們實是可以以「敍事」
之方式來探討此一「存在空間」之「存有」等問題（蔡怡玟，2014；2015；2016；2017）
。因為「敍
事」之探討實是運用了在不同空間和時間中的處境脈絡來顯現一個「多重文本」的存在空間（蔡
怡玟，2014；2015； 2016；2017）。於此，回到學生的作業分享中，我們才可以看到這此在時空
的「消遠性」（deseverence）及「方向性」（directionality）。
段義孚（Tuan, 1971: 190-191）曾道，「空間」的「本真性」其實是一種無法真切透知的經驗，
因為我們所説或所述的每一種經驗，都是透過「字詞」（words）再轉述、轉譯的結果，所以應該
說「字詞」取代了經驗本身，而我們則是透過「字詞」的轉譯或轉述，再來瞭解和認識其經驗中
的世界。 13因此，「本真的空間性」之「真」，反映了自身身體、意識與空間或世界間的一種相
13

這裡所及的即是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所云之「語言」的存有及中介關係。海德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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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關係，同時亦反映了一種現象學處境的雜多性。而如此在現象學處境底下所呈現的雜多性現
象，回到人文主義地理學，回到「存在空間」，亦正是一種存在主義所追尋的「投入世界後……
實現成為自己的可能性」的可能（陳鼓應編，2009：6）。
而如此屬己與異己的辯證過程，我們在如下的學生作業亦可尋得一些蛛絲馬跡：

圖 5 故事敘事之地理－心理（三）
資料來源：本研究提供。

從上學生的作品中，我們實可瞭解：學生透過「身體」的「五感知覺」意向性指涉，形構了
其上學路途中的種種，如「輕檔之上，橡膠之下，引擎的運轉聲」、「轟然，狼跌人倒，清晨，我
伏在大學路上。輕聲哀嚎」
。如此，學生在這「物理空間」中，實是透過「理解」來瞭解自身實是
在經拋擲後所可能產生各種意義的可能性，而後再透過「情蘊」揭示了「此在」是被拋在－世界
－之中－存在（Mulhall, 1996: 81）
。於此，在學生走進學校正門後，看見「各色的建築物…喔！！
是各『式』」，然後面對那頭與眾不同的夜鷹（以「物理空間」而言，因外型的相似，夜鷹實代表
著圖書館）
，瞭解到夜鷹或是自身的與眾不同？也因此，學生在「理解」這「身體」空間經驗意向
性指涉時，實是顯現了「此在」是在－世界－之中－存在。而如此之在－世界－之中之「存在」
實是在意蘊開展後，以「語詞」來描述這「身體」空間經驗意向性指涉之意義、意蘊之可能。同
時，藉由理解這「身體」空間經驗之意向性指涉後，同學們亦順應接著而來之「情蘊」
，進而體會
到自己身為何物，所為何事，而置身所在，成為自己。
從上透過「敍事」
「存在」之身體感通的書寫過程，我們可知空間經驗實不只是一種包含實體
的 空 間 記 憶 ， 同 時 應 更 包 含 更 多 主 體 與 客 體 間 相 涉 相 融 之 身 體 感 通 之 五 感 經 驗 （ all senses
experience）。如此，在學生的作業裡（圖 6）我們也才會發現到「從出門到學校的光景我從來未
從好好觀察過那些美的、感觸的、快樂的、憂愁的（這些）總不在我的視線範圍之內，啊﹗除了
我會感受陽光和 gloomy 的陰天，和看看行人的穿著加上觀察路上情侶之外，大概其它自然事物
字詞和語言不是為了那些寫作和說話的人們的交流而包裝。而是在字詞和語言之中，事物首次出現，
並且是以存在之姿現身」（Steiner, 1978: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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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都没有感受到，只是一腳踏上我的腳踏車“小銀＂，衝啊！直奔公院上第一堂課！」而這些主
體與客體間相涉相融之身體感通上學路途的五感經驗，在日後也將成為學生們在回憶課堂或此時
「存有」的反覆不斷且又永留心底的回憶。

圖6

故事敘事之地理－心理（四）

資料來源：本研究提供。

2. 五感知覺的地理－心理
在康德的美感默思裡，對象提供我們許多能怎麼說、要怎麼看的開敞的可能性（Wenzel, 2005:
34-35）。然而在地理學裡每當我們講到「意象」（image）時，似乎第一直覺總是連結到眼睛－視
覺方面。但，事實上我們實是身處在一個大地所環繞的五感知覺（earth-bond senses）中，而當我
們身處在一空間或地方時，其實同一時間還有聽覺、嗅覺、味覺及觸覺（Bunkše, 2007: 228）等
感受。此外，段義孚（Tuan, 1977: 18）也云：「當一個對象物或是一個地方完全顯現其真實時，
那一定是透過我們所有的感官知覺去經驗他和積極地透過心智去反思他」而成。
於此，當我們身處在一空間／地方中五感知覺的流變與生成，總是如影隨形。然而，問題是
我們該如何去補捉這五感知覺的流變與生成？「說故事吧！」Bunkše（2007: 228）道。Bunkše（2007:
228）提及就因為這五感知覺的流變與生成難以像聲音和（視覺；筆者所加）意象可以以聲音或圖
像傳播，同時其也缺乏豐富的符號或精準的字詞可以形容，所以最好分享這些五感知覺的流變與
生成的方法就是說故事了。
而這日常生活中五感知覺的審美經驗，劉悅笛（2005b：196）以為：
在美的活動之中，事物的直觀被自身所給予，也就是生動的、原本的被給予出來。
其中，我們所把握到的事物是色、香、音、味俱足的現實生活本身，而不是只關注於從
現實生活中剝離出來的某種東西……如此看來，美的活動與所介入世界，構成了一種現
象學意義上的“意向性＂關係。……美的活動在直觀中才能達到本質，或者說，讓本質
就呈現於審美直觀之中，美的活動就是“本質直觀＂。因而，美的活動，其實也就是“回
到事物本身＂的本真活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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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此，回到課程設計，這日常生活中美的活動和其生活之本真，我們嘗試利用說故事和發揮
想像力之方式，來讓學生運用各種感官去描繪和補捉當日到學校之心理現象具像處境，同時也藉
此讓學生運用各種五感知覺的感受去形容或描繪當日最可能與最不可能之心情樣態。如下亦是學
生的作業分享：

圖 7 五感知覺之地理－心理（一）
資料來源：本研究提供。

從上學生的作業中我們可以發現「存在空間」的存在，若是以五感知覺（視覺、聽覺、嗅覺、
味覺及觸覺）較為細緻的方式展現，那麼我們或可以去掌握及回應那曾在「此在」的「身體－主
體－景觀」所欲揭露較為細緻且流變生成的部分。而如此「身體－主體－景觀」所建立的相涉相
融的五感之身體感通，實就是一種審美經驗。而這日常生活中的審美，是具原初經驗性的，同時
也具自身明見（self-evidence）
，而其更是一種（貼近；筆者所加）本真世界的本質直觀（劉悅笛，
2005a，2005b）。
也因此，當我們與「時間」「空間」共存之時，其實早已代表了我們是在「此在」「情境」之
「當下」，而同時我們亦在這「此在」「情境」「當下」，任憑這知覺感官想像現象。是故，在學生
的作業中（圖 7）
，我們會發現「今天的心情是粽色的，因為有所期待、是温暖的、像泰迪熊絨毛
般的觸感、聞起來像柑橘、吃起來像寒天、聽起來像水晶音樂，很柔和又帶點靈性、摸起來像張
紙，但比較像是書的紙頁，多了點內容，不像砂紙」又或者「今天的心情聞起來像雨後潮濕的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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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氣味、吃起來像泰式料理，摻雜著各式香料、聽起來像大黃蜂進行曲，因為很忙碌，像蜜蜂一
樣東奔西走辛勤工作、摸起來像張不要的紙，因為收不回完整的模樣」
。而若是就這知覺感官世界，
梅洛龐蒂（Merlau-ponty, 1964c: 13）以為：感知世界（perceived world）的基礎前提，是在於它所
有的理性、價值和存在的部分。而知覺的基礎，亦是來自於經驗所有被感知的對象，其當下存在
的意義（Merlau-ponty, 1964c: 25）
。也因此，這日常生活的審美靜觀，實是一種在物自身的「時間」
「空間」的生成過程中，不斷地生成、滋長、再造和永恒的回歸。

圖 8 五感知覺之地理－心理（二）
資料來源：本研究提供。

從上，當課堂結束時，我們發現：多數學生身處在五感知覺較為打開的環境／空間中，其個
人對於環境的感受性，相對會變得較為敏銳和細緻，同時其對於周遭環境的觀察也會更加仔細和
敏銳。而如此對於對象物的靜觀、賞玩和觀察，是因為在美感默思中，它是屬於一種較為自在且
沉浸在其中的遊戲，而身處在其中的我們，亦並不是要去獲得任何的知識來由。同時，我們亦會
發現：學生在戶外繪製心智圖及完成其他相關的作業過程中，是以一種較為寬廣的視野去領會這
種沉靜且自在的遊戲，而「這種關係好像是奠基於我們與環境間的關係，一種不只是關乎於我們
內在心智的關係，而是一種介於我們自己、我們心智，或著內在本質與環繞在外的自然的某種關
係中」（Wenzel, 2005: 9）。因此，當這些我們與環境互動的五感知覺體驗，幻化成文字敍述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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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心理，就有可能如「今天的心情像白色；星期一的開始就像翻了新的空白頁，記錄自己的生
活；早八帶來的昏昏欲睡感使腦筋一片空白」
、
「今天的心情像木吉他不插電的民謠；舒服、乾淨、
自在、輕快、朗朗上口；在 O 湖的舞台寫作（這裡曾經是音樂祭舉辦地）
，像回到當時的場景……
一把木吉他就能彈唱走天下的心情」或是「今天的心情觸感像寶寶的皮膚，粉嫩、粉嫩很好摸；
Ｑ彈、舒服」。
因此，綜上如此的課程設計由審美經驗出發，不僅反映了「身體－主體－景觀」「情境」「存
有」之身體感通，同時我們也經由此一審美經驗進而再次瞭解人與地間之情感連結，和可能因其
產生的地理／環境想像和其身體感通之空間向度的部分。因此，回到課程，如此當日心情的五感
知覺藉由各種字詞抒發，是否的確也多了份屬於自身個人感官想像的地理學（personal senses of
geography）？再者，回到課堂，此一在環境中靜默觀思和描繪抒寫心智圖的作業（參見圖 9）
，亦
有學生表示「没想到學習還有另外一種可能」！而透過如此反思、觀己和靜心觀物的作業，大部
分修課的同學亦表示「此種課程活動，打破了他／她對地理學的想像」
。然而，或許我們可問：地
理學到底要學些什麼也才會掌握住人－地之間的精神主軸？也許就從靜默觀思開始吧！

圖 9 五感知覺之地理－心理（三）
資料來源：本研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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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心智圖的地理－心理
圖像描繪（picture-painting）及詮釋提供我們在經驗世界中，一種對地方的獨特看法，或甚或
是召喚出繪者或觀者獨一無二的地方感（蔡怡玟，2011a，2011b，2016，2017）
。而心智圖是一種
屬於個人對於其身處周遭環境的圖像描繪。在繪製心智圖的過程中，繪者正是與其日常生活周遭
的環境進行雙向對話，而後繪者再根據自身之目的擇選、組織，並將圖像賦予其意義。因此，就
梅洛龐蒂的觀點而言，繪者所繪的心智圖有如：
原則上在我所有變動移位的過程中，任何在我（視覺；筆者所加）中的風景都會有
一停泊處，同時其亦都會被記錄到一張具可見的地圖中。而我所看見的一切，原則上亦
都在我所及的範圍內，至少是在我的視線範圍內，同時其也都會被標誌在「我所能夠」
（je peux; I can）的地圖裡。因此，這兩張地圖都是完整的。在可見的世界中和我所運動
投射的世界（the world of my motor projects），兩者都是具同樣的大寫存有（the same
Being）（Merleau-ponty, 1964a: 162）。
因此，在這梅洛龐蒂所述的具可見物的地圖裡，就繪者的世界來看，實應就是一種在「可見
的世界」裡隱藏著另一種「不可見的世界」的「存在」。因為「可見」與「不可見」、「形式」
與「內容」、「先驗」與「經驗」、「主動」與「被動」等，皆是「交綜錯雜」與「彼此具藏」
（鄭金川，1989：39）。如此，我們可以說就繪者筆下的心智圖而言，實際上應可解讀或詮釋為
一種繪者其「身心」與「內部、外在」關連性辯證下的再現。也因此，在圖十的左圖中我們可以
看到同學除描繪從家裡來到學校路途上所經過的一些重要地標（如：公寓、賣麵包的便利商店、
賣魚湯的小吃店、公車站牌及校門口）外，同時也記錄了沿途所聽的歌曲（以代表身體－主體－
景觀之心情）以及其騎車所經過的路徑（以藍色腳ㄚ所代替）。而右圖的心智圖繪者則是描繪其
上學途中所經之重要建物及路徑，同時並也為各個建物下一註解（之於其的意義；如：不同的捷
運出口，一個是停放機車之處，另一個則是等候公車上學之處、客家文化園區則代表著學校就在
不遠處、上學必經不得不走的大彎道）
。於是，生活中我們透過自我的認知，形構了自身的生活地
圖。同時，我們也運用了這生活地圖，將我們的生活敍事藉由圖像與文字寫入自身的空間與時間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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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心智圖之地理－心理（一）
資料來源：本研究提供

而從上若是呼應洪堡德所對於心智之於景觀神祕地回應的說法，「心智圖」也不失為我們自
身對於景觀的一種感知及回應的方式，而此一回應就繪者而言除了以心裡的神秘方式回應外，同
時再也透過繪製心智圖（圖像描繪）的過程以轉譯或再現之方式得以留存。也因此，在如上學生
從家中或宿舍前來學校班級上課的路線圖，我們可窺見其對於這上課路徑的「身體－主體－景觀」
神秘的回應。是故，德勒茲與瓜達里云：「我們繪畫、雕塑、譜曲，用的是感覺。我們繪畫、雕
塑、譜曲，書寫感覺。……如果要說這些感覺像似某個東西，那麼這是出於一種其以自有方法所
產生的相似性……」（林長杰譯，2004：190）因此，從繪者的日常生活來看，心智圖不僅反映繪
者本身其「身體－主體－景觀」感通之意向性空間，同時實也反映其個人對於「此在」
「存有」之
身體感通記錄和意義。是故，同學們在課堂上所繪製的心智圖，是一種其上學路徑的再現與留存。
因此，從上透過同學們筆下所再現之上學路徑，我們可以更加明瞭心智圖所想要再現、轉譯
或留存的是一種專屬於個人心理所投射的空間地圖。因為：
就心理層面而言，時間與身體的移動有著密不可分的關係。倘若地平線的那端，代
表著未來；那麼地平線的這頭，就是當我們轉身回望自身所從何來時的一種與自我有一
段距離的過去。因此若是我們無法理解時間的概念，那麼我們就很難將自身看成是一個
具有個人歷史的不朽存在。於此，透過時間的黏著，我們才能將自身與生命歷程黏合，
同時並與之凝成為一體的個人傳記。（Ellard, 2009: 131）
也因於此，我們亦才會在圖 11 看到學生描繪其從學生宿舍 M 樓到公共事務學院上課的路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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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中經過了羅馬廣場、學生宿舍 S 樓、O 湖看台、圖書館等建築。如此心智圖的繪製雖無比例尺，
也無方位可判斷，但，我們確是可以從中瞭解到繪者日常生活的空間經驗。也就是說，心智圖－
圖像描繪之再現實是一種對於「此在」
「存有」
「存在空間」的一種展現（蔡怡玟，2011a；2011b；
2016；2017）
。同時，如此之展現又是將「存在空間」其具消遠性與方向性之特質，展露無疑。因
為心智圖的繪者藉由作品之再現或轉譯，得以讓曾在的「此在」「身體」之「感通」，以圖像描繪
之方式親臨此境。再者，心智圖的繪者也藉由繪圖，消除了早已遠離的曾在之「此在」之身體感
通之「時空」
，並且朝向這曾在的「此在」身體感通「時空」之意向性世界靠近。而心智圖的繪製
之於觀者而言，實際上亦是一種對於「存在空間」其消遠性與方向性的特質展現。因為觀者會因
觀看，而與繪圖者的「此在」連結。因此，觀者會藉由繪者的心智圖朝向自己具不在場的「此在」
「存有」之意向性世界。也由於此，當我們再回到人文主義地理學的脈絡來看時，心智圖實是具
備了自身（繪者與觀者）在場與不在場的雙向論證。

圖 11 心智圖之地理－心理（二）14
資料來源：本研究提供。

從上，我們實可瞭解心智圖的繪製實是召喚出我們對於存有的存在。而此一存有與存在實亦
是奠基在我們所在的生活敍事脈絡中，同時此一奠基之過程亦有如 Alfred Schutz 所云，我們實是
以傳記式的情境（biographical situation）將自身置身於日常生活中（盧嵐蘭譯，1992）。如此，
個人的身體被揭露在時間與空間的存有中。同時，此一存有亦回歸到生活世界。也因此，我們或
可說，心智圖的繪製不但反映了繪者的「此在」存有，同時也貼近了其生活之本真狀態，而如此
貼近作者之本真生活狀態實也夾雜著個人自身的感知與認知的融合。於是，我們也透過心智圖的
14

為保護課堂修課的學生，本研究將學生作品中所標示之學校主要建築或地標以匿名之方式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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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回應到了這日常生活的（審）美與時空的共感、共在。也於此，在圖 12 中我們不但發現了
同學從家中至學校上課可能經過的路徑，同時我們也藉由其身體感感受到其來校上課的五感心情
和與時空的共感與共在。

圖 12 心智圖之地理－心理（三）
資料來源：本研究提供。

綜上是我們由學生的作業分享分別以「故事敍事的地理－心理」、「五感知覺的地理－心理」
及「心智圖的地理－心理」來做為學習成果的展現與詮釋。同時，以此一系列作業來作為探索地
理美學延伸的可能，是因為空間的隱匿應是可以以文本敍事和圖像詮釋來加以交相指涉、詮釋和
建構而成（蔡怡玟，2011a；2011b；2013；2014；2016；2017）
，而以心智圖來作為此一系列作業
的收斂，實是因心智圖的繪製，乃是一種藉由自身之認知來描述實際空間的方式，而這種由自我
意識出發的類地圖文本的描繪方式，亦是一種自身「存有」之身體感通「存在」之探索方式，其
亦可說是一種自我身分的識別，同時更是一種自我意義的探索。也因於此，心智圖的存在不僅是
一種較為科學式地（量化）瞭解自身所在環境的方式，同時亦是一種較為詮釋的主觀的（質化）
自我空間的展現與延伸。而在課堂的操作，倘若我們暫不以完形心理學或認知心理學的種種，來
論及學生們所繪製的心智圖，但是以如此心智圖繪製的操作，其對於學生來說實也是一種 way
finding－找尋自己所走過的路，和找尋自己所在的「時空」的自己！

結語
美感教育是一種能使受教者常沐浴於美感經驗的教育活動（陳木金，1999）
。而通識教育的精
神是在於追求普世價值－真、善、美的極致表現，其最深奧之處，就是在於能以書面文字之外且
無法用以科學量測所描述之人文情懷（黃坤錦，1994；陳靜珮、林遠航，2007）來關照學生，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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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學生們循循善誘。
從上，本課程的設計著實是希冀同學們可以走出教室，藉由在校園角落手繪心智圖等系列作
業的過程中，進一步沉浸在一個較為類大自然的環境裡，靜心體會自身的五感知覺，同時並從中
靜心描繪／述來校上課的路徑和對於自身種種心緒的觀照，而如此教學活動設計最主要的目的不
外乎是希冀學生可以從自身之最為貼近的生活開始觀察，及從中領略地理學其所要探索之人與地
的精神要義。而在同學們的課程回饋中，有許多同學表示此種課程活動設計「讓自己與土地或生
活更為連結和貼近，同時在生活中也會去反思是否太以自身為中心，而没能好好去關心周遭的事
物，更進一步也可藉此過程來觀照自我的內在心緒、情感或是記憶等面向」
，而至於戶外體驗，亦
有不少同學感受到「自身是與自然為一體，或是原來自然離我們這麼近啊！」的體驗。而教學相
長，對於如此設計課程活動的筆者而言，也因為看到大多學生在學期結束後，亦對於地理學本質
探問上有些思考或思想上的轉變，或是瞭解其實學習存在著多種面向的可能或甚或其已開始去思
考生活周遭之事物與己之關係，這些對於筆者而言，亦也是一大收獲和滿滿地感動！
也因此，我們或可說若是以「圖像描繪」的方式或是文本敍事來補捉地方或空間意涵，應是
可此再較為精微或精細地去觀察或描述人文主義地理學所著重探問的地方或空間的本質，而在此
一操作過程中作者自身亦有可能在當下去反思或回饋自身所在的地方或是空間場域。而於此，在
學理的論述上，審美經驗是個橋樑，他嫁接起「地圖」與「空間」
，同時也嫁接起地理教育和環境
教育與美感教育和通識教育間的橋樑。也因此，若是我們能常把日常生活或經驗融入地理課程或
是地圖的教學或製作上，那麼或許這「地理」二字就不會只是常常出現在教科書上的字詞，而「地
圖」也不會只是一種存在於日常生活中的工具或是符號的象徵，其應該更可以是一種踏踏實實的
「地之理，人之氣」！

致

謝

就在老師屆齡退休之際，謹以此文謝謝一路關心我的指導老師－潘朝陽老師，謝謝老師的引
領，讓我進了詮釋空間的大門！同時，此文並感謝賴進貴老師、李明燕老師及歐陽鍾玲老師在「第
20 屆臺灣地理國際學術研討會暨潘朝陽教授榮退致敬學術研討會」上的肯定和鼓勵，並亦感謝會
後匿名審查委員們的建議和指引，致使本篇文章更臻至善！此外，本文些許內容亦出自於 103 學
年度第二學期暨 104 學年度第一學期《國立臺北大學通識教育課程補助計畫結案報告》
，並誠摯感
謝曾修習此門課之同學，亦謝謝白居諺及羅長庚助教於課堂中相關教學行政庶務的協助！！

引用文獻
T 大（2011）：〈S 校區．校內平面圖〉，《T 大位置圖及交通路線資訊》。
http://www.ntpu.edu.tw/chinese/about/contact15.php。（2017/03/07 瀏覽）
【T University (2011). S campus map.Location and Transportation Information of T University.
http://www.ntpu.edu.tw/chinese/about/contact15.php (accessed 2017/03/07)】
王志弘（譯）（2001）：《看不見的城市》。臺北市：時報文化。（原著作者 I. Calvino）

103
【Calvino, I. (2001). Le Città Invisibili (Wang, C.H. Trans.). Taipei: China Times.】
王蘭生（譯）
（1997）
：
《地理學：它的歷史、性質和方法》
。北京市：商務印書。
（原著作者 A.Hettner）
【Hettner, A. (1997). Die Geographie, ihre Geschichte, ihr Wesen und ihre Methoden (Wang, L.S.
Trans.).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池永歆（1996）：〈王維田園山水詩中「禪道式」的空間觀〉，《鵝湖月刊》，22（2）：36-42。
【Chyr, Y.S. (1996). The space of Zenmediation with Wang Wei’s landscape and pastoral poetry. Legein
Monthly, 22(2): 36-42.】
池永歆（2005）：〈洪堡德所奠立之地理學的一種美學傳統〉，《地理研究》，43：43-60。
【Chyr, Y.S. (2005). An aesthetic tradition in geography based on Humboldt.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Research, 43: 43-60.】
池永歆（2007）
：
〈洪堡德的美洲旅行：科學與藝術的探險考查〉
，
《人文研究期刋》
，2：231-254。
【Chyr, Y.S. (2007). Alexander von Humboldt's journey to America: An expedition of science and art.
Journal of Humanities Research, 2: 231-254.】
牟宗三（2009）：〈康德美學演講錄（一）〉，《鵝湖月刊》，34（11）：2-6。
【Mou, Z.S. (2009). The speech of Kant’s aesthetics (I). Legein Monthly, 34(11): 2-6.】
牟宗三（譯註）
（1997）
：
《康德：純粹理性之批判上冊》
。臺北市：臺灣學生。
（原著作者 I. Kant）
【Kant, I. (1997). Immanuel Kant: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I (Mou, Z.S. Trans.). Taipei: Student
Book.】
余德慧（2001）：《詮釋現象心理學》。臺北市：心靈工坊。
【Yee, D.H. (2001). Hermeneutic Phenomenological Psychology. Taipei: PsyGarden.】
吳汝鈞（2001）：《胡塞爾現象學解析》。臺北市：臺灣商務。
【Ng, Y.K. (2001). A Analysis of Husserl ' s Phenomenology.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李育霖（2015）：《擬造新地球：當代臺灣自然書寫》。臺北市：國立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Lee, Y.L. (2015). The Fabulation of a New Earth: Contemporary Taiwanese Nature Writing.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李明燕、高慶珍（2010）
：
〈台灣中小學生地圖繪製能力之探究：以 2008 年環境觀察能力測驗為例〉
，
《地理研究》，52：27-41。
【Lee, M.Y., & Kao, C.J. (2010). Inquiry of the elementary and high school students’ map-drawing
ability: Acase study on the 2008 aptitude test of environment observation.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Research, 52: 27-41.】
汪文聖（2000）：〈有關「空間現象學」的經典詮釋－兼對抽象的空間與虛擬的空間之批判〉，《哲
學雜誌》，32：48-78。
【Wang, W.S. (2000). Text interpretations about the "phenomenology of space”. The Magazine of
Philosophy, 32: 48-78.】
林長杰（譯）（2004）：《何謂哲學？》。臺北市：臺灣商務。（原著作者 G. Deleuze & F. Guattari）
【Deleuze, G., & Guattari, F. (2004). Qu'est-ce que la Philosophie? (Lin, C.J. Trans.).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104
施添福（1980）
：
〈地理學中的人地傳統及其主要的研究主題〉
，
《師大地理研究報告》
，6：203-242。
【Shih, T.F. (1980). Perspectives on man-land tradition and its main research themes. Geographical
Research, 6: 203-242.】
施添福（1990）：〈地理學中的空間觀點〉，《師大地理研究報告》，16：115-137。
【Shih, T.F. (1990).The space perspectives of geography. Geographical Research, 16: 115-137.】
孫周興（譯）（1994）：《林中路》。臺北市：時報文化。（原著作者 M. Heidegger）
【Heidegger, M. (1994). Holzwege (Sun, Z.X. Trans.). Taipei: China Times.】
柴彥威等（譯）（2004）：《人文地理學辭典》。北京市：商務印書。（原著作者 R. John Johnston）
【Johnston, R.J. (2004). The Dictionary of Human Geography (Chai, Y.W. et al. Trans.).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高麗珍（2014）：〈反思「未知的領域」開啟一個另類的「心」地理教育途徑〉，《中國地理學會會
刊》，52：11-30。
【Kao, L.C. (2014). Reflection on "terrae incognitae" and open an alternative geographic pedagogy of
"mind". Bulletin of the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China, 52: 11-30.】
張長義（1977）：〈環境識覺與自然災害之研究〉，《中國地理學會會刊》，5：57-60。
【Chang, C.Y. (1977). The research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nd nature disaster. Bulletin of the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China, 5:57-60.】
陳文尚（1986）：〈存在空間的結構〉，《地學彙刋》，5：130-148。
【Chen, W.C. (1986). The structure of existential space. Bulletin of Geography, 5: 130-148.】
陳木金（1999）：〈美感教育的理念與詮釋之研究〉，收錄於國立臺灣藝術學院教育學程中心主辦
（1999）《全人教育與美感教育詮釋與對話學術研討會論文集》，36-51。
【Chen, M.J. (1999). The study on the idea and the hermeunistic of aesthetics education. In The
Collections of Interpretation and the Dialogue of Holistic Education and Aesthetics Education,
36-51.】
陳宣良等（譯）（2012）：《存在與虛無》。臺北市：左岸。（原著作者 J.-p.Sartre）
【Sartre, J.-p. (2012). L' être et Le Néant (Chen, X.L. et al. Trans.). Taipei: Rive Gauche.】
陳國川（1994）：〈美育的發展與地理教材的設計〉，《師大地理研究報告》，22：21-36。
【Chen, K.C. (1994). The development of esthetic and the design of geographic subject-matter.
Geographical Research, 22: 21-36.】
陳鼓應編（2009）：《存在主義》。臺北市：臺灣商務。
【Chen, G.Y. (1992). Existentialism.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陳靜珮、林遠航（2007）
：
〈地理學在大學通識教育上的應用〉
，
《中國地理學會會刊》
，39：65-85。
【 Chen, C.P., & Lin, Y.H. (2007). Application of geography in general courses of higher
education.Bulletin of the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China, 39: 65-85.】
麥永雄（2013）
：
〈論德勒茲生態美學思想：地理哲學、生機論與機器論〉
，
《清華大學學報》
（哲學
社會科學版），6：116-123。
【Mai, Y.X. (2013). On Deleuze's ecological aesthetics: Geophilosophy, vitalismand the machinism.

105
Tsinghu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hilosoph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6: 116-123.】
項退結（2006）：《海德格》。臺北市：東大。
【Hang , T. (2006). Martin Heidegger. Taipei: The Grant East Book.】
黃士哲（1996）
：
《環境審美經驗的理論與實踐》
。臺北市：私立中國文化大學地學研究所博士論文。
【 Huang, S.C. (1996). The Theoretic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e of Environmental Aesthetic
Experience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Taipei: Graduate Institute of Earth Science,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黃坤錦（1994）：〈羅索斯基論通識教育與核心課程（下）〉，《通識教育季刋》，1（2）：59-72。
【Huang, K.G. (1994). Henry Rosovsky regards the general education and the core curriculum (II).
Journal of General Education, 1(2) : 59-72.】
劉昌元（1986）：《西方美學導論》。臺北市：聯經出版。
【Liu, C.Y. (1986). Introduction of Aesthetics. Taipei: Linking Publishing.】
劉悅笛（2005a）：〈日常生活審美化與審美日常生活化—試論“生活美學＂何以可能〉，《哲學
研究》，1：107-111。
【Liu, Y.D. (2005a). Possibility aestheticization of everyday life and the aesthetics of everyday life- On
life aesthetic. Philosophical Researches, 1: 107-111.】
劉悅笛（2005b）：《生活美學：現代性批判與重構審美精神》。合肥市：安徽教育出版社。
【Liu, Y.D. (2005b). Performing Live Aesthetics: Critical Modernity and Reconstruction of Aesthetics.
Hefei: Anhui Education Press.】
劉悅笛（2007）：《生活美學與藝術經驗》。南京市：南京出版社。
【Liu, Y.D. (2007). Living Aesthetics and Art Experience. Nanjing: Nanjing Publishing House.】
劉鴻喜、陳文尚、林遠航（1996a）
：
〈陽明山國家公園遊客環境識覺之調查研究〉
，
《私立中國文化
大學地學研究所研究報告》，9：305-348。
【Liu, H.H., Chen, W.S., & Lin, Y.H. (1996a). The study of tourist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in
Yanmingshan national park.Geoforum, 9: 305-348.】
劉鴻喜、陳文尚、黃士哲（1996b）
：
〈環境審美之區域研究－以九份為例〉
，
《華崗理科學報》
，13：
1-39。
【Liu, H.H., Chen, W.S., & Huang, S.C. (1996b). The regional study on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In
the case of Jioufen. Hwa Kang Journal of Sciences, 13: 1-39.】
歐陽鍾玲（1982）：〈心智圖在地理學上的應用〉，《地理教育》，8：63-70。
【Ouyang, C.L. (1982). Mental map applied on geography. Geography Teaching, 8: 63-70.】
潘朝陽（1990）：〈地理教育中的人文素養〉，《文訊》，23：79-81。
【Pan, C.Y. (1990). Humanities accomplishment on geography teaching. Wenhsun, 23: 79-81.】
潘朝陽（2005）：《心靈．空間．環境：人文主義的地理思想》。臺北市：五南。
【Pan, C.Y. (2005). Minds, Space and Environment: The Geographical Thought of Humanism. Taipei:
Wu-Nan.】
潘朝陽（2011）：《儒家的環境空間思想與實踐》。臺北市：國立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106
【Pan, C.Y. (2011). The Thought and the Practice of Confucial Environmental Space.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潘朝陽（2013）：《家園深情與空間離散：儒家的身心體證》。臺北市：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出版中
心。
【 Pan, C.Y. (2013). Homeland Rootedness and Space Diaspora: Body and Mind Testimony on
Confucianism. Taipei: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蔡文川（1991）：〈空間、地方與心理地理〉，《中國地理學會會刊》，19：125-137。
【Tsai, W.C. (1991). Space, place and psychological geography. Bulletin of the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China, 19: 125-137.】
蔡文川（2007）
：
〈情意、環境、故事－塑造人地關係的重要因素〉
，
《中國地理學會會刊》
，39：87-102。
【Tsai, W.C. (2007). Sentiment, environment, story: Important factors of forming man-land relationship.
Bulletin of the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China, 39: 87-102.】
蔡文川（2009a）：《地方感：環境空間的經驗、記憶和想像》。高雄市：麗文文化。
【Tsai, W.C. (2009a). Sense of Place: The Experience, Memory and Imagination of Environment Space.
Kaohsiung: Liwen Publishing Group.】
蔡文川（2009b）：〈自我－身分認同與生活環境的關係〉，《中國地理學會會刊》，42：63-87。
【Tsai, W.C. (2009b). Self relations of identity and living environments.Bulletin of the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China, 42: 63-87.】
蔡怡玟（2011a）：《淡水老街的慢活》。臺北市：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地理學系研究所博士論文。
【 Tsai, Y.W. (2011a). The Slow-living around the Tamsui Old Street Neighborhood.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Taipei: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蔡怡玟（2011b）
：
〈以石川欽一郎、木下靜涯、陳澄波、陳慧坤、李永沱筆下之淡水作品詮釋地方
及其精神之意象〉，《地理研究》，54：43-68。
【Tsai, Y.W. (2011b).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Tamsui place image and the spiritual image from the
series Tamsui paintings of Ishikawa Kinnichiro, Kinoshita Seigai, Chen Cheng-po, Chen
Hui-kuenand Lee Yung-two.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Research, 54: 43-68.】
蔡怡玟（2013）：〈那座山，那條河：地方及其精神之意義—以西川滿筆下的淡水作品詮釋〉，《鵝
湖學誌》，50：203-241。
【Tsai, Y.W. (2013). That mountain, that river: An interpretation of place image and its spiritual
meaning from the series Tamsui literature works of Nishikawa Mitsuzu. Legein Semi-Annual
Journal, 50: 203-241.】
蔡怡玟（2014）
：
〈試以敍事探究初探地方經驗中之「存在空間」〉
，
《城市學學刊》，5（2）：31-104。
【Tsai, Y.W. (2014). 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n narrative inquirywith existential space for the place
experience. Journal of Urbanolgy, 5(2): 31-104.】
蔡怡玟（2015）
：
〈試以詮釋現象心理學初探段義孚之地方之愛〉
，
《應用心理研究》，63：139-188。
【 Tsai, Y.W. (2015). 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n Yi-fu Tuan’s topophilia with hermeneutic
phenomenological psychology. Research in Applied Psychology, 63: 139-188.】

107
蔡怡玟（2016）：〈試以地理美學初探空間經驗中的存在我〉，《鵝湖學誌》，57：103-172。
【Tsai, Y.W. (2016). 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ngeographical aesthetics with the sense of Being of the
spatial experience. Legein Semi-Annual Journal, 57: 103-172.】
蔡怡玟（2017）：〈生命經驗敍事與地理美學：試以大學通識課程「地理學通論」之心智圖、空間
思考和情緒地圖操作應用為初探〉，《2016 美感教育研討會論文集》。臺北市：國立臺北藝術
大學藝術與人文教育研究所。（已通過審查，出版中）
【Tsai, Y.W. (2017). Life experience narrative with geographical aesthetics: 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nthe assignment of mental map, space-thinking and emotional map within the class of
introduction of geography ofgeneral education. The Collections of 2016 Aesthetic Education
Conference. Taipei: Graduate Institute of Arts and Humanities Education,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蔡怡玟、白居諺（2015）
：
《國立臺北大學通識教育課程補助計畫結案報告》
。新北市：國立臺北大
學。
【Tsai, Y.W., & Bai, J.Y. (2015). The Class Subsidy Report at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of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New Taipei City: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蔡怡玟、羅長庚（2016）
：
《國立臺北大學通識教育課程補助計畫結案報告》
。新北市：國立臺北大
學。
【Tsai, Y.W., & Lo, C.G. (2016). The Class Subsidy Report at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of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New Taipei City: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鄭金川（1989）：〈梅洛．龐蒂論身體與空間性〉，《當代》，35：34-46。
【Zheng, J.C. (1989). Merlau-ponty illustrated the body and the spatiality.Con-Temporary Monthly, 35:
34-46.】
鄭勝華、劉德美、劉清華、阮綺霞（譯）
（2003）
：
《地理學思想史》
。臺北市：時報文化。
（原著作
者 P. Claval）
【Claval, P. (2003). A History of Geographical Thought (Cheng, S.H., Liu, D.M., Liu, Q.H., & Nguyen,
P. Trans.). Taipei: Wu-Nan.】
盧嵐蘭（譯）
（1992）
：《舒茲論文集（第一冊）
：社會現實的問題》。臺北市：桂冠圖書。（原著
作者 A. Schutz）
【Schutz, A. (1992). Collected Papers Vol. 1: The Problem of Social Reality (Lu, L.L. Trans.). Taipei:
Laureate Book.】
韓菊美、吳連賞（2012）
：
〈「生活世界」中的環境識覺－以高雄泥岩區為例〉
，
《南台人文社會學報》
，
7：83-116。
【Han, J.M., & Wu, L.S. (2012).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life-world＂A case study in the mudstone area of Kaohsiung. STUST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7: 83-116.】
韓菊美、吳連賞、宋國城（2011）
：
〈現象學地理學視角下的環境識覺研究－以燕巢泥岩區為例〉，
《環境與世界》，23：19-48。

108
【Han, J.M., Wu, L.S., & Sung, Q.C. (2011). The research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henomenological geography- A case study in the mudstone of Yanchao
township. Environment and Worlds, 23: 19-48.】
鐘士倫（2013）
：
〈論康德的地域美學思想—以《自然地理學》為中心〉
，
《四川師範大學學報》
（社
會科學版），40（6）：63-71。
【 Zhong, S.L. (2013). On Kant’s regional aethetics.Journal of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40(6) : 63-71.】
龔卓軍（2006）：《身體部署－梅洛龐蒂與現象學之後》。臺北市：心靈工坊。
【Gong, J.J. (2006). Dispositif: Merleau-ponty at the Limits of Phenomenology. Taipei: PsyGarden.】
龔卓軍（譯）（2007）：《眼與心》。臺北市：典藏藝術家庭。（原著作者 M. Merleau-ponty）
【Merleau-ponty, M. (2007). L'Œil et L'Esprit (Gong, J.J. Trans.). Taipei: Art and Collections.】
龔卓軍、王靜慧（譯）
（2003）：《空間詩學》。臺北市：張老師文化。（原著作者 G. Bachelard）
【Bachelard, G. (2003). La Poétique de L'espace (Gong, J.J., & Wang, C.H. Trans.). Taipei: Living
Psychology Publisher.】
Barthes, R. (1986). Semiology and the urban.In M. Cottdiener and Alexandros Ph. Lagopoulos (eds.)
The City and the Sign: An Introduction to Urban Semiotics, 87-98.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Bunksě, E.V. (1981). Humboldt and an aesthetic tradition in geography. Geographical Review, 71(2):
127-146.
Bunksě, E.V. (2007). Feeling is believing, or landscape as a way of Being in the world. Geografiska
Annaler, 89B(3): 219-231.
Downs, R.M. (1970). Geographic space perception: past approaches and future prospects. In C. Board et
al. (eds.), Progress in Geography 2: 65-108. London: Edward Arnold.
Dreyfus, H.L. (1991). Being-in-the-world: A Commentary on Heidegger’s Being and Time, Division I.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Ellard, C. (2009). Where am I? Why We can Find Our Way to the Moon but Get Lost in the Mall.
Toronto: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Ltd.
Gould, P.R. (1970).On mental maps. In Paul W. English and Robert C. Mayfield (eds.) Man, Space,
and Environment: Concepts in Contemporary Human Geography, 260-282.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artshorne, R. (1958). The concept of geography as a science of space, from Kant and Humboldt to
Hettner.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48(2): 97-108.
Hawkins, H. (2013). Geography and art. An expanding field: site, the body and practice.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37: 52-71.
Humboldt, A. v. (1997). Cosmos: A Sketch of Physical Description of the Universe (Otté, E.C. Tran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Husserl, E. (1970a). Logical Investigations Volume II (Findlay, J.N. Trans.). New Jersey: Humanities

109
Press Inc.
Husserl, E. (1970b). The Crisis of European Sciences and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 An
Introduction to Phenomenological Philosophy (Evanston, D.C. Trans.).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Husserl, E. (1982). Ideas Pertraining to a Pure Phenomenology and to a Phenomenological Philosophy
(First Book) (Kersten,F. Trans.). Netherlands: Martinus NijhoffPublishers.
Johnston, R.J. (1979). Geography and Geographers: Anglo-American Human Geography since 1945.
London: Edward Arnold.
Lowenthal, D. (1961). Geography, experience, and imagination: towards a geographical epistemology.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51(3): 241-260.
Lynch, K. (1960). The Image of the City. Cambridge: MIT Press.
May, J.A. (1970). Kant’s Concept of Geography and Its Relation to Recent Geographical
Thought.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Merlau-ponty, M. (1962).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Smith, C. Tran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Merlau-ponty, M. (1964a). Eye and mind (Dallery, C. Trans.). In James M. Edie (ed.) The Primacy of
Perception, 159-192.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Merlau-ponty, M. (1964b). An unpublished text by Maurice Merleau-ponty: aprospectus of his work
(Dallery, A.B. Trans.). In James M. Edie (ed.) The Primacy of Perception, 3-11.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Merlau-ponty, M. (1964c). The primary of perception and its philosophical consequences (Edie, J.M.
Trans.). In James M. Edie (ed.) The Primacy of Perception, 12-42.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Mulhall, S. (1996).Routledge Philosophy GuideBook to Heidegger and Being and Time. London:
Routldeg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Definition of perception in English.English-Oxford Living Dictionaries.
https://en.oxforddictionaries.com/definition/perception (accessed 2017/02/12)

Peet, R. (1998). Modern Geographical Thought.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 Ltd.
Steiner, G. (1978). Martin Heidegg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uan, Y.F. (1971). Geography, phenomenology, and the study of human nature. Canadian Geographer,
15(3): 181-192.
Tuan, Y.F. (1974). 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Tuan, Y.F. (1977).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Tuan, Y.F. (1989). Surface phenomena and aestheticexperience.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79(2): 233-241.

110
Tuan, Y.F. (1993). Passing Strange and Wonderful: Aesthetics, Nature and Culture. Washington: Island
Press.
Webster, N. (1992). New Illustrated Webster’s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New York: Pamco
Publishing Co., Inc.
Wenzel, C.H. (2005). An Introduction to Kant’s Aesthetics: Core Concepts and Problem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Wright, J.K. (1947). Terrae incognitae: the place of imagination in geography.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37: 1-15.
投稿日期：105 年 11 月 27 日
修正日期：106 年 04 月 07 日
接受日期：106 年 05 月 0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