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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舜 德∗∗
2009 年 11 月份中文版的《讀者文摘》刊登了一篇以〈沒有嗅覺的人〉為題的文章，
報導一位住於倫敦的年輕人（亞倫）在童年失去嗅覺及對嗅覺的相關記憶後，於進入成
人時日常生活出現的狀況。文章並詳述他於手術恢復嗅覺後，如何重新進入嗅覺的世
界。作者 James Walton 以風趣的口吻，列舉了一些有趣但又發人深省的例子：他描述亞
倫在沒有嗅覺的情況下品嚐女友的廚藝時，因為只能辨識最濃的味道，都要添加大量的
醬汁，而破壞了女友精心烹煮的好菜；當亞倫恢復嗅覺終於能夠辨識味道時，又如何驚
訝於咖啡、燻肉等英國日常飲食的美妙，而發出由衷的讚嘆。亞倫重新認識嗅覺的新世
界時說了一句恐怕只有這種失而復得的深刻經驗下才會發出的感慨：「我向來知道花朵
和垃圾筒有氣味，卻沒有想到整個世界都有。」，重新進入這個充滿味道的世界，他需
要學習、分類、辨識各種味道，分辨「雨後的氣味」
、
「二手書店的書香」
，而至「正常」
和「腐敗」的肉味。亞倫認為，恢復嗅覺的經歷，其實頗為複雜，聞到氣味是一回事，
要能夠分門別類、辨識各種味道所傳遞的訊息是另一回事，他說這就像「在黑暗中整理
檔案」
，即使是「腳臭」之類公認令人討厭的「臭味」
，他都需要重新學習（也就是，學
習辨認此種氣味，並學會認定其為擾人的「臭味」
）
。未能清楚認識嗅覺的世界，常使亞
倫感到迷惘，用他的話說：
「就像身在國外，卻不會講該國語言。」
這個有趣的故事相當具有啟發性：亞倫的經歷告訴我們，嗅覺（其他感官亦同）的
世界裡，恐怕沒有所謂「直覺」或「天生」的成分，皆是文化學習的結果；我們習以為
常的味道（如亞倫提及的腳臭、雨後的味道）或日常生活嗅覺的判斷力（如分辨正常、
值得喜愛、擾人、或腐敗的味道），都需要我們從小學習，分門別類之外，更需要習得
各種氣味於個人生長的社會環境所代表的價值（如好／壞、安全／危險、值得喜歡／討
厭）及意涵（如書香氣息）
，而至對這些氣味產生「正常」的身心反應（如喜愛／噁心）；
如此，我們方可從這個充滿味道的世界，分辨各種味道傳遞的訊息，做出適當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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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會如故事的主人翁有身處異邦的迷惘。再者，亞倫重新學習嗅覺世界的例子告訴我
們，這套充分內化入我們的嗅覺器官與認知系統之「感知體系」，乃由許多被我們認為
理所當然、不值得大驚小怪、如此篇文章羅列之非常「日常」的「腳臭」
、
「書香」
、
「雨
後的氣味」之類的項目所組成；這些相對不顯著的感知項目，除非出現在文學性的表述
裡，鼓勵我們玩味作者企圖傳達的意涵，我們很少會意識到它們的存在，更少認為它們
需要經由學習，且往往是冗長的學習過程，方才獲得。就如作者於文章結尾時一針見血
地指出：
「一般人從小就學習分辨哪些〔味道〕
『好』
，哪些『不好』
，…，但亞倫卻直到
現在才開始學習。表面上，這種判斷力似乎是天生的，但從亞倫的經驗來看，不學不成
（Walton 2009：64）。」
這類日常生活之身體感受的例子可謂無所不在，或因它們是如此的微不足道、瑣
碎，只有在跨文化的比較或生活環境出現顯著變動時，我們方會發現這些感知項目是否
得到滿足，或我們是否具有辨認、判斷它們所傳遞的訊息之能力，實密切影響著我們能
否悠遊、生存於這個世界。本專號的作者們將這類感官經驗的項目稱做「日常生活的身
體感」，作者分別從「日常」之「虛」、「威」、「煩」、「舒適」、「整潔」、「現代感」等項
目出發，並以各自的學科──人類學、史學、中國文學與建築學──為本，從漢、苗、藏
的民族誌，先秦諸子、明清的史料研究，來探討感同身受的文化、歷史與社會學。

定義日常生活的身體感
借用 Bourdieu（1977）習癖（habitus）一詞，日常生活的身體感項目及這些項目的
內容（content）所呈現的，可謂是「感官的習癖」
。我們常認為它們的存在乃理所當然，
或它們之需要獲得滿足好似人類基本需求乃屬常識，因而幾乎不具有任何特別值得注意
的意涵，所以不需、也不值得深究；只是，它們又如此深入地形成我們日常生活的慣習，
以致稍微的改變或暫時的缺乏，都容易導致我們的生活出現顯著的問題；當別人在同樣
項目上的習癖與我們有所差異時，也常導致我們熱烈討論，乃至爭論，而至成為建構我
群及「他群」
（the other）的基礎。
也因此，當我們於團體的層次論及身體感項目的內容時，
「標準」
（normality）的議
題即浮現；也就是，一個社會對這類日常生活的身體感項目的滿足或缺乏常有相當強的
共識，而至產生標準之說（或標準的訂定）；即使這些標準其實是相當隱晦，且共識的
形成是相當「非正式」、或不具形式的，但這個常無明確規範的「標準」常深入地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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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日常生活。就如台灣社會（和大多數的現代社會類似）對空調創造的人工生活環
境或洗衣機提供之省力、免除苦差事的便利即有極高的共識，我們難以忍受夏天裡有任
何大型室內公共場所或公車裡沒有冷氣，更難以想像一個家庭主婦需要手洗全家的衣
服，空調與洗衣機可謂是台灣現代家庭無庸置疑的生活「必需品」。
社會上流傳的一些刻板印象──如台南的食物「較甜」
、日本的飲食較「清淡」或香
港公共空間的冷氣「較強」等，也說明著台灣社會大眾針對一些日常生活的身體感受，
實形成一些無形的共識。雖然就如刻板印象一詞所指出的，這些「共識」的確是印象式
的主張，也少有客觀的印證（如以香港公共空間空調溫度的統計佐證），有時也難以面
對個案的檢驗；有時，它們更是道聽途說，常令人以傳聞印證體驗。不過這些刻板印象
的出現，反而更明確地反映著它們背後存在著某種難以明說、且常被認為理所當然之身
體感受上的共識與標準，即使每人的標準不盡雷同，但已足以作為和他者比較的基礎。
這些無形之共識及標準也說明著：身體感非止於個人主觀、難以被研究者滲透的感
受，身體感其實常經由各種管道被文化的成員討論、定義，因而也有其顯著之「團體」、
「共享」及「公共」
（public）的層面，因而我們也可說，其乃屬於文化的範疇。而其文
化的特色可呈現於感知的方式（style）或標準的差異，如此，當我們論及身體感時，即
會觸及社會文化及歷史的差異之課題。
與此同時，我們也可見到科技與身體感標準出現「共同演化」（co-evolution）的過
程。就如 Elisabeth Shove（2003）的研究即指出，新科技的出現促進了新的身體感標準
之可能，一個社會或由抗拒（新的科技及其創造之新身體感標準）而接受，然而當此身
體感的標準逐漸成為共識，我們也常可見到業界持續發展更先進、更細膩調控的設計，
以滿足人們對此身體感日益增多的需求。我們在空調及洗衣機都可以看到此種共同演化
之現象的出現，且仍以現在進行式進行中。專號中郭奇正與余舜德的文章，都觸及這個
論點，他們強調，當居家舒適與潔淨的標準改變時，我們可見到身體感的標準與建築材
料、設計與科技密切互動的現象。
在時間的面向上，日常生活的身體感項目可說各有其「持久性」，但卻又持續地轉
變。就如我們雖然都很容易辨認自家的「家常味」，但家常味其實是每天都在變化的，
我們用不同的食材、調味品及烹飪方式，習慣性地製造出某種被稱為「家常味」的特色。
所以「日常」一詞可說乃指出一個持續複製（或再生產）的過程，我們希望能夠如日常
般地「如常」
，但問題是，我們常又難以複製完全的如常（Janeja 2010：66）
；換句話說，
我們其實是在這個持續變化的過程裡感受日常的持久性及其被文化成員理所當然地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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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特質，這也使得日常生活的身體感恆常於人與文化環境的互動中轉變。它們是如此
地充斥著瑣碎、日復一日、慣例性的本質，但在日常、尋常、與平常中，它們又恆常地
變化。因而研究日常生活的身體感實牽涉非常複雜的面向，研究者必須深入瞭解研究對
象如何在感官與物及文化環境的持續互動中，抓取片刻之「持久」的感受，並與之和文
化隱喻結合，而有「家常味」
、
「秩序」
、
「美麗」
、
「醜陋」
、
「可愛」
、
「正式」
、
「輕鬆」
、
「好
吃」…等感受，或本專號文章所處理之「虛」
、
「威儀」
、
「煩」
、
「舒適」
、
「潔淨」
、
「現代
感」等感知項目。
這些狀似單純的身體感項目與感官經驗之間的關係其實非常複雜。於個人的層面，
每個人都在成長的過程逐步建立五種感官之感受項目的分類及體系，從最基本的長短、
高矮、明暗、乾濕、鹹淡、大小聲、粗糙、細緻、軟硬、冷熱、痛癢、香臭等開始，我
們需要建立對內在與外在世界非常精細的感受分類與辨認這些分類的能力。這些項目並
非單以抽象或概念的型式存在，而是當個人的身體與物或物質、社會環境有直接的對應
關係時，它們方有經驗性的內涵與意義。就如長短、高低，乃是我們藉由身體（經由感
官）與某項物（如桌椅）互動，且內化社會及時代的標準時，它們方有高低、長短的意
義。Mark Johnson（2007）即指出，現象學主張，我們乃經由身體認識這個世界，並建
立相互的關係；就如山對任何人都是「高」的，所以我們說「爬」山。這個體現（embodiment）
的過程是我們建立認知最重要的方式，我們需於成長的過程逐步學習簡單如高、低、長、
短、冷、熱等之類的基本身體感項目，明瞭它們之間的體系性關係，方能逐步建立較為
複雜之身體感（因而文化概念）的認知；而此認知的過程，就如前述的故事裡，亞倫建
立嗅覺體系的故事所示，此乃是一個漫長、複雜的過程。
不過即使在高矮、軟硬、乾濕、粗細、明暗之類可謂非常「基本」的身體感層次，
我們即可發現這些身體感的項目其實常牽涉多重感官。例如高矮、軟硬、粗糙即牽涉到
視覺與觸覺的感受，而乾濕的感受更涉及視覺、觸覺及嗅覺。單是這些「基本」的項目
即牽涉到多重感官，更遑論潔淨、骯髒、可愛、美醜、雅俗等相對複雜許多的項目。
複雜的身體感項目不只是多重感官的，它們更牽涉到複雜之身體感項目之間體系性
關係的運作。例如卡通人物常以可愛的聲音及外型取勝，聲音的可愛可由聲量大小、音
質粗細、音調變化、擬人的真假度及語辭等組成；同樣的，外型的可愛和大小、高矮、
比例、顏色、線條粗細、彎度及線條的運動方式有關。而且兩者（音聲與外型的可愛）
更都會牽涉到一些我們難以客體化（objectify）
，因而也常難有精確的語詞顯示，但實際
為我們深刻感受的項目，許多文化的特色即是建立在這樣的感受上。再者，我們更有「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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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愛」或「醜小鴨」等打破年紀、美醜的「可愛」
，亦有卡通 vs 真人、做作 vs 自然，或
不同時代的「可愛」
。這些項目的組成尚且需與場合、空間、劇情、時代─因而文化─等
適當地配合，方使得觀看者感受到「可愛」的向度。凡此，都讓我們知道感受「可愛」
可能牽涉之項目組成複雜的程度。
因而，在日常生活的層次，任一感官事件常都涉及複雜的感官項目網絡關係的運
作，我們以極快的速度處理這些複雜、多重感官的訊息，辨認並做出判斷及反應。我們
在成長的過程於文化的環境中逐漸養成快速辨認處理這些身體感項目的「能力」，經由
這些項目與感受這些項目的能力，我們培養出具文化特色的生活慣習與認同，分辨不同
文化的差異，並據以建構文化的概念與特色。

研究日常生活的身體感之意義
迥異於社會學常從「負面」的觀點──如資本主義下藍領階級工作的煩悶、無聊──
探究日常生活，人類學則強調日常生活是研究文化最重要的切入點。Bloch（1988）即
指出，研究對象每天瑣碎、重複、例行公事的生活，而非特殊儀式、事件等非日常之活
動，方是人類學家建構「文化」概念的基礎，亦是人類學家探究何為文化或記錄歷史變
遷最重要的依據。本專號從這個觀點出發，強調日常生活中被認為理所當然、無庸置疑
的身體感受和要求，可說呈現了個人及群體最基本、穩定、不刻意、不掩飾，因而也是
最真實的面向；從「日常生活的身體感」切入，容許我們更真切地瞭解文化的各面向。
我們認為身體感項目與其間的體系性網絡形成了社會成員在世存有（being in the world）
（如認同、價值、美學感受等面向）的基礎，它們建構文化生活的特色，構成社會文化
行為的脈絡，是我們感受或建構歷史變遷、族群差異、空間意涵的方式，更具體展現生
活的「日常性」（everydayness）。換句話說，如果日常生活是人類學探究「何為文化」
最重要的途徑之一，我們認為探討日常生活的身體感項目及項目間的體系性關係，可能
帶給我們一個值得探究的新觀點。
從「身體感」之觀點視之，過去感官研究強調之「視覺優勢」的議題在日常生活的
層次並無意義。這個常被稱為「大分流理論」（the great divide theory）的觀點認為：視
覺從文藝復興以來即為各方強調，被認為乃是承載理性最重要的感官；而味覺、觸覺及
嗅覺則被邊緣化，成為「非理性」的感官知覺（Smith 2007：8-11）
；這個連結視覺與客
觀、理性及現代性的主張，顯著地影響著感官史及感官人類學的研究方向，即使一些研

5

考古人類學刊‧第 74 期‧頁 1-10‧2011

究目的乃在批評大分流理論的觀點，
「視覺優勢」的論點仍是許多感官研究對話的主軸。
也因此，感官人類學的研究常出現討論的焦點過於集中在這個衍生自西方社會的議題之
問題（余舜德 2008）。
「日常生活的身體感」的提出乃企圖在感官研究的領域開拓新的研究議題。本專號
的撰稿者認為，無論於科學研究、醫療、教育或認證事實的面向，視覺在現代社會於概
念上被認為是最重要的感官之現象的確是一個值得深究的議題，但於日常生活的層面，
這個視覺優勢的主張卻無意義，因為每個文化成員無時不同時應用五官，組織五官傳遞
的訊息，並由具文化特色之身體感的項目及項目間體系性的關係，來辨認這些感官訊息
的意義，以做出反應；與此同時，文化成員也常重新組織項目間的關係以建構新的身體
感項目；這些新項目的出現，更對社會帶來深遠的影響。換句話說，於日常實踐的層次，
無論於工作或休閒的範疇，強調任一感官較其他感官「重要」，或分析不同社會運用五
官的比例（sensuous ratio）之差異（Howes 1991）等感官人類學的議題，實無意義，因
為人們於日常生活中，一直經由多重感官組合之身體感項目的網絡來 make sense of 這個
世界，亦運用多重感官的組合來創造新的文化面向。因而文化與感官的研究，應從五官
之間的網絡性關係切入，瞭解身體感受的內涵如何與隱喻結合，形成具文化、時代特色
的身體感項目；而非如目前多數的感官研究，從單一感官入手。本專號各篇文章即企圖
從一或兩項身體感項目的史學或民族誌分析，說明研究日常生活身體感的意義；我們尤
其希望能夠具體說明，身體感如何是文化的載體，而非只是智性的文化概念加諸於身體
的感受；因而研究身體感容許我們深入文化的本質，並了解身體感如何體現著社會歷史
的過程。
本專號收納的 5 篇文章所處理之「虛」
、
「威儀」
、
「煩」
、
「舒適」
、
「潔淨」
、
「現代感」
等項目雖然只佔日常生活身體感體系極小的部分，但這些研究清楚告訴我們：日常生活
中，尚有一套過去甚少受到注意，但與人類學及史學強調之宇宙觀或象徵體系同等重要
之身體感的網絡，體現於日常生活的各面向。透過這些史學及民族誌個案研究，本專號
希望能夠呈現「身心一元」之研究架構的可能，讓我們從「日常生活身體感」的角度，
重新探究歷史與文化。

專號文章
本專號緣起於中央研究院民族所「醫療與身體經驗研究群」於 2007 年舉辦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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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生活的身體感」工作坊，各篇文章經多年的討論、修改，而有本專號的推出。
〈日常生活中「虛」的身體經驗〉一文從中國社會最常被提及，因而也是文化上最
顯著之「虛」的身體經驗來闡述身體感的概念。此文運用人類學「常識」
（common sense）
與「在地生物學」
（local biology）等理論取向，分別從文獻及民族誌的分析，闡釋「虛」
的身體感之日常性與文化意義。張珣深入的分析清楚指出：虛的身體感無法歸納入西方
社會五官分類中任一感官的範疇；
「虛」更非只是一個文化的「概念」
。對臺灣社會的成
員來說，虛是一種具體的身體經驗，經由虛的身體感，我們進一步感受個人的精神狀態，
更形成我們對外在環境，乃至超自然界之無形物的認知。
〈煩悶、日常與黔東南高地村寨 Hmub 人的遊方〉以貴州苗人之個案探究西方社會
現代性研究焦點之一的「煩悶」
（boredom）之課題。作者於文章起始即提問：煩悶是現
代工業的社會才有的情緒或身體經驗嗎？它是怎樣的一種存在狀態呢？簡美玲指出，苗
人時空脈絡下的 rat（煩悶）之情緒與身體感受，實難以西方社會現代日常生活文獻中
有關煩悶的論點來詮釋，而應從苗人社會、文化，乃至歷史脈絡來理解 rat 的身體感。
因而，rat 不只是單純的感受，更呈現著苗人村寨社會所經驗的國家、市場，與全球化
的實際，或說，rat 標記著 1949 年前、後，中國經歷巨大社會主義變革；乃至 1980 年
後期起，隨經濟自由化腳程不斷增速的當代中國情境裡，貴州東部高地村寨苗人個人以
及村寨社會之間的交錯關係與變遷。
〈從身體感論中國古代君子之「威」〉則以先秦諸子的文獻闡釋中國古代「威」的
身體感之感受與展現。作者先詮釋古代君子「威」的身體感之內涵，繼而說明「威」感
如何藉由服飾與身體展演塑造，並闡釋「威」感運作的身體基礎，尤其如何與當時「氣」
的身體感結合，而有古代傳襲至今的「君子之威」的文化意涵。
“More or Less : Marital Fertility and Physical Man-agement in Late Imperial China” 一
文以明清中國社會兩性的身體管理及醫藥處方的研究切入，探討慾望與生殖的文化、社
會與科技等課題。作者強調，展現在行為控制上之身體感受是我們瞭解近代中國社會生
殖文化的關鍵。
〈身體感與雲南藏族居家生活的日常現代性〉以雲南藏族現代化過程的居家「現代
感」為例，分析現代社會之「整潔」與「舒適」的身體感受如何成為當地藏人日常生活
關注的焦點，並展現於房舍的整建與內部裝潢上。作者強調，這個表面似乎尋常、無甚
深意、到處可見的現象所牽動的，其實是相當全面（但顯得「低調」）之感官經驗與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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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生活標準的轉變，值得我們從「日常生活」與「多元現代性」（multiple modernities）
的角度，深入檢視日常現代性如何被藏人體驗與體現的過程。
〈上海解放後到改革開放前城市集居形式蛻變中的身體經驗〉一文同樣探討現代性
的課題，但以 1940 到 1980 年代上海面臨社會主義國家對於住宅市場與居住環境的強力
干預之時空脈絡，來分析「個人的身體與家庭如何適應新的集居型式」
、
「舒適感如何被
重新界定」等問題，以深入探究身體感與物質條件及社會過程之間的辯證關係，身體感
也因此成為我們追溯、探討社會及歷史過程的一個切入點。

感同身受
感官覺受是我們共享同為人類之經驗的共同語言，是我們瞭解彼此的途徑（Dunn
2001）
。就如本專號各篇文章所示，我們經由「虛」的身體感項目感受/表達/瞭解各自的
身心狀況，而至對超自然界的認知；經由身體之「威」，我們建構個人的君子之氣質，
展現權力，而至區分階級的界線；經由「煩」、「潔淨」與「現代感」，我們經驗國家、
市場與全球化的過程與力量，這些日常身體感的轉變，更讓我們深刻體驗「歷史」，而
也就於我們實踐、展現這些身體經驗的標準之同時，我們也共同創造了「歷史」。感官
覺受之所以能夠形成共同的語言，成為社會行動的基礎，乃因行動者背後存在一套過去
人類學家稱為「文化」、此專號撰稿人稱為「日常生活身體感」之共享的體系，因而可
以於「感同」的基礎上有個人「身受」的可能。本專號各篇文章，即以幾個日常生活身
體感的項目，具體說明「感同身受」如何成為文化重要（乃至主要）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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