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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針對腦科學研究背景, 討論並對比了目前學界中出現的兩個中
文術語“心智”與“腦智”◦ 指出“心智”為術語是不科學的, 極易誤導公眾理
解智慧源於心◦ 認為“腦智”術語更為準確並且達意◦ 對於英文“Mind”術
語的各種中文翻譯, 建議可以包容有“腦智”、“智慧”、“智力”、“思維” 、
或“精神”的多元翻譯◦ 除了文學與生活語境表達, 不建議使用“心智”、“心
靈”、或“靈魂”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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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brain science study, two sets of Chines terms
are appeared, namely, “heart-mind” and “brain-mind”. We consider that the
former set is incorrect and misleading by implying the “heart” as a source of
“mind”. On the contrary, the later set is exact for expressing the scientific
meaning. For the Chinese translations to English word “mind”, we propose
to include several sets of the scientific terms, including “brain-mind” and
others. The Chinese terms of “heart-mind” are not suggested until it is for
literary or daily-life expressions.

一. 問題引出
中國擬將開展“中國腦科學計劃”[1], 並在包容“生物腦”與“機器腦”共同
探索方面為其特色◦ 這對於推動更多研究領域建立長久合作, 彼此促進發展
是件好事◦ “中國腦科學計劃”在突出“中國”兩個關鍵字方面仍需探討並予
以明確◦ 筆者提議科普可以成為特色內容之一, 因為它本身極具文化特征◦
“生物腦”與“機器腦”兩個主題可以從健康與信息技術應用這樣與日常生活
相關活動來調動人們的關註與熱情◦ 因此腦科學知識普及不僅順理成章,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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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必不可少◦ 在科學知識普及中, 專業術語介紹是最為基礎的內容◦ 本文將
討論目前腦科學(包括人工智能、認知科學、計算神經科學等領域) 研究中
已經出現的兩個專業術語“心智”與“腦智”◦ 兩個術語的差異與合理選擇是
腦科學知識普及中不可逾越的初始問題◦

二. 基本討論
有關“心智”與“腦智”說法或術語的起源有待考證◦ 本小節限定在腦科學
與認知科學背景下的討論◦ 其次是術語字面語義方面的討論, 而不涉及兩個
術語在具體定義層面上的對比◦ 因為“顧名思義”是任何術語選擇或理解中
的首要原理◦ 術語應用中的另一個重要準則是科學性：即術語的語義範圍
要準確◦ 為此, 以“心智”為術語是不科學的◦ 有關判斷基於以下事實◦
1. 目前腦科學及其它學科對智能研究主要是對腦或神經器官的探
索[2,3]◦
2. 在應用“心智”為標題的教科書或學術文章中, 基本沒有提及心臟器官
與智能的關聯◦
由此可知該術語中客體的張冠李戴方式無法為現代術語學[4]所接受◦ 在
腦科學背景下應用“心智”為術語的弊端是顯而易見◦ 首先, 延續該術語進行
腦科學普及將會嚴重誤導公眾◦ 面對“人的智慧在哪裏?”這樣一個基本問題,
我們很難想象是由“心智”來回答◦ 其次, 名不副實的科學術語講解從初始點
就違背了科學普及的初衷◦
現有科學研究事實表明腦與智能具有密不可分關系, 應用“腦智”術語更
為科學◦ 在智能科學或人工智能研究與教學中[5,6], 腦與神經器官也是重要
的介紹內容之一◦

三. 歷史演變
“心智”與“腦智”術語應用能夠反映歷史中關於人類智能為“主心說(Heartcentered)”或“主腦說(Brain-centered)”猜想的演變◦ 文獻[7]對中國的發展
給出了很好的介紹◦ 下面補充一些內容說明“心智”術語的淵源可以追溯
到公元前◦ 古希臘先哲亞裏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 被認為
是“主心說”的開創者[8]◦ 而中國古代思想家孟軻（約公元前372年—約公
元前289年）在《孟子·告子上》提出：“心之官則思”, 意指“心臟為思維的
器官”◦ “思”這個字以“心”為部首也反映了中國古人的見解◦
目前學界采用“心智”術語也受到了中國近代歷史中對英文“Mind”的初
始中文翻譯的影響◦ 如同英文“ Psychology”被翻譯為“心理學”術語一樣,
英文“Mind”也曾被翻譯為“心智”◦ 除此之外, 還有其它中文術語, 如“靈
魂”、“內心”、“心力”、“心靈”、“才智”等翻譯◦ 具體歷史考證超出本文討
論範圍◦ 但是可以看到該術語翻譯反映了西方科學進入中國時相關科學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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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的局限性, 即普遍認為心理與思維活動是發生於心臟器官◦ 學界曾有對
該翻譯術語的討論◦ 如蔡曙山曾改進選擇中文術語為“心智”而非“心靈”[9]
（當前的Wikipedia中文版網站即采用這兩者）◦ 我們2000年的文章[10]中
曾對圖靈獎獲得者Minsky專著“The Society of Mind”中的“Mind”一詞翻譯
為“腦智”◦ 文中特別將“情感”與“理智” 對應於“心”和“腦”的文學方式應用
給予註釋, 以防誤導讀者◦ 從目前英文圖書與專業文章翻譯看, “心智”似乎
成為最多采納的中文術語（如文獻[11,12]）◦ 網絡查詢也可以看到臺灣若幹
科學研究機構名稱也是包括“心智”用語◦ 可以理解基於“約定俗成”的慣例,
我們沒有必要改變普遍應用的“心理學”術語◦ 但是, 對於“心智”一詞在中國
民眾中尚未普及應用的局面下, 我們是否繼續沿用該術語於腦科學研究中
將值得思考◦ 歷史演變過程警醒我們應該怎樣走◦

四. 相關建議
“中國腦科學計劃”為以中國文化背景下開展科學普及提供了很好的契
機◦ 我們需要傳承中國文化中優美的詞語, 如“心有靈犀一點通”、“運用之
妙, 在于一心”、“心領神會”、“稱心快意”、“計上心來”、“切切于心”等◦
然而腦科學普及中有必要告知公眾社會：“人們的記憶、情感、思維、計
算、決策等行為主要是來源於腦器官, 而非心臟器官”◦ 從“名正言順”角度
講, 我們建議更多應用“腦智”術語◦ 對於英文“Mind”應該包容多元的中文翻
譯◦ 本文建議有：腦智、智慧、智力、思維、或精神◦
科學發展是開放的◦ 我們註意到已有科學研究報道：心臟中分布的神
經系統猶如小型大腦[13]◦ 對於生命體(如植物)及生物器官(如心臟)體現
的智能, 科學界還有許多探索工作要做◦ 在這樣背景下應用“心智(Heart
intelligence)”術語探討心臟是否具有智能的方式是科學的◦ 考慮到學界並未
對此達成共識, 建議應用“心智”術語時要介紹發展現狀◦
中國腦科學普及工作將任重道遠, 並獨具特色◦ 這其中術語關鍵字“心”
到“腦”的歷史演變本身就是一個好的科普素材◦ 歷史已經表明術語與概
念的產生(如無理數、熵等)或淘汰(如燃素、以太等)意味著重大的科學進
步[4]◦ 發展並普及正確術語是科學界的永恒追求與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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