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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見 
 

林以正* 

 

摘要 

 

成功的自我對話需要什麼條件？我的假設是，因為它創造出一個可以安全探索的心理空

間。以書寫來促進內在對話的手法可以有很多不同策略，但關鍵重點很可能更是在：這

些內在對話中產生了特定的心理空間的變化，使得他們都能夠有效的調節情緒，並且促

發新的覺察與觀點。就對話形式而言，心理位移使用的對話方式是運用語言中代名詞的

特性來帶動內在對話特性的改變，但是針對其可能的心理空間的特性究竟為何，本文中

提出兩個補充：其一是：在多元與多重脈絡中的「看見」。亦即，透過心理位移書寫，

形成「後退一步」的拉遠的心理距離，在此當下，雖然對於原本知覺的目標而言，確實

是遠了，但是也在此時有機會更納入其周邊的脈絡訊息，使之可以放在一個更大的系統

中去被全局理解，也就更有可能看見原本沒有看見的其他事物與之的相互關連與影響。

其二是：鬆了就活絡起來了的「動」。亦即，或許書寫特性或文字變化這些其實都不是

重點。書寫中出現就出現，消失就消失的自由，使得僵化可以開始流動，對於書寫者而

言，或許其療癒未必是因為獲得了什麼了不起的頓悟，或是對於生命產生新的的理解。

而是因為看見原來陰陽可以流轉的可能性，卡住的關卡未必如想像的那麼堅固，因為鬆

動了，感受到了自由。據此，本文名為「動」、「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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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自己的自己，能夠自己救嗎？我與心理位移的初遇 

 

在實徵研究的洗腦下，我對於質性研究是近乎無知的，自然也很少會去聆聽和閱讀。

但是對有些學者則有例外的感受，因為在他們的講述中，即便聽不懂，在聽的過程仍如

沐春風，很可以感受到療癒的效果。金樹人老師就是其中的一位。在 2005 年的心理學

年會中，我就是抱著這種心情去聽金老師的報告。但是這次不同的是，我聽得有點懂，

而且頗為感動。 

我的諮商經驗短淺，只擔任過很短暫的救國團義務張老師，而且那個經驗算是相當

挫折的，更遑論我自身被諮商經驗的也並不怎麼正面。因此，當還在研究所就讀時，讀

到 Pennebaker（1986）提出情緒書寫能夠提升心理適應的文章時大受震撼。在 Pennebaker

的研究中只是讓研究參與者以情緒表達的方式書寫十五分鐘，就能夠產生相當的療癒效

果。當時我想，如果只要隨便拿一張紙，任意的揮灑情緒十五分鐘，就可以有效果，那

麼為何諮商師值得我花幾千元去談呢？但是，後續我追蹤 Pennebaker 的研究，發現情緒

書寫要有效還是需要一些調節因素，所以在缺乏這些條件的配合下，還是有負面效果的

可能性；此外他當時的理論基礎大都是建立在壓抑會消耗資源，所以造成身心的耗竭，

而情緒書寫則是減少了這種用在壓抑上的資源浪費。而由於我不喜歡這種「抓取更多資

源就更美好」的理論，所以也沒有完全認同這些研究。但是核心問題依舊：究竟怎樣的

書寫，或者怎樣的自我對話，才能夠讓人跳脫困境，而不是更深陷其中？又為何需要認

知資源的自我對話反而能夠節省資源豈不是相互矛盾？當時我一直抱持著懷疑，但我的

能力無法處理這個問題，也就因此讓這個疑惑一直懸而未決。 

  我早期的研究其實也在處理很類似的問題。多年前在構思博士論文時最基本的發問

也是想回答：為何人際親密可以提供人在低潮經驗時的緩衝功能？而這種可以提供心理

緩衝功能的親密又從何而來？我的理念是，倘若人際關係的伴侶若能在很日常的互動中

提供投入，理解，與肯定的「回應性」（responsiveness），那麼就能點點滴滴的建立起

人際間相互的信任與親密。這個理念也呼應當時依戀理論對成人愛情的研究，也就是能

夠提供一個安全堡壘的關係，才能夠營造個體更深層探索而逐漸趨向安全依戀內在運作

模式的可能性。但是，說實在的，我沒有很喜歡自己的研究。畢竟，如果要倚賴別人給

予回應性才行，終究還是無法完全自主。 

  這是為什麼我聽到金老師的研究時，會有這麼大的感動。因為他提供一個可能的解

答，也就是我們自己可以作為自己的安全堡壘，讓自我的探索是可以自主產生，而不是

看你有沒有運氣遇到對的人。從此，我與研究伙伴們持續數年相關的研究，嘗試從實徵

的角度去檢驗心理位移。還好，我們的研究大略都支持心理位移，而且對心理位移的研

究也持續豐富我們對華人自我歷程更廣泛的探討。但是，我覺得心理位移在心理歷程上

還是有不少需要仔細釐清的部份。以下提供一些討論。成功的自我對話需要什麼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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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如何看待內在對話？ 

 

  倘若我們延續上述的假設，也就是當一個人可以成為自己的對話者，並且以興味盎

然，充分理解，包容肯定的具有回應性型態來進行內在對話，就能夠創造出其內在安全

探索的空間，並且促進其心理健康的轉換。那麼我們也就可以更進一步探索，怎樣的對

話型式或條件比較有利於促進回應性的產生？而隨之產生的探索空間具有怎樣的特性？

最後，這樣的探索如何促進心理健康？ 

  就對話條件而言，心理位移使用的對話方式是運用語言中代名詞的特性來帶動內在

對話特性的改變。透過我位格的深入而對經驗有更豐富的認識，透過你位格的接納來促

進理解，透過他位格的冷靜觀照來達成肯定，最後回到我位格來完成安定。我們從書寫

過程中情緒的變化也可以看到符合「反應性」歷程的變化。 

  但是究竟這個位移的過程究竟創造了怎樣的心理空間特性，所以能夠提升心理健康？

在先前心理位移的論述中並不充分，或許也是本文的目的之一。我也對此來做一些回應 

 

參、技法人人會變？心理位移是獨特的技法嗎？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也回顧一下很多在手法上有些相似的促進內在對話的技

術。在本文中也提到「空椅法」，這使用的是創造出兩個對立的我，令其彼此往復對話。

此外，心理劇、溝通分析等治療策略也都有類似的手法。 

  而在實徵取向的社會心理學研究中也有極為類似的操弄。例如：Kross 及其同事

（2017）所進行的一系列研究，比較自我融入觀點（self-immersing perspective）與自我

距離觀點（self-distancing perspective）對自我情緒調節的效果。在他們很多的研究中，

也是運用人稱代名詞來分別代表前述兩種觀點，自我融入觀點是以第一人稱的「我」來

書寫，自我距離觀點則是用第三人稱代名詞的「他」來書寫。他們的研究傾向於發現自

我距離觀點（也就是第三人稱觀點）會引發比較少的情緒反應，比較有機會重構過去的

經驗，並且發展出新的意義感受。而在這些研究中很少採用如心理位移般的序列書寫，

而是單純只用「他」作為主詞來書寫就能夠發揮相當的效果。 

  如果從上述的文獻來看，要產生情緒調節的效果，是否一定要採用「我你他我」四

個步驟的書寫？是否一定要依照此一順序來書寫？這兩個結論似乎都並非絕對。只用

「他」也有一定的效果，創造兩個對立的自我狀態之間來對話也可以。甚至若是從正念

相關的研究來看，沒有對話，只是一種單純的觀照都可以達到相當的效果。 

  甚至，在非暴力溝通的練習中，即便是都是第一人稱代名詞，但是改變敘述句的用

詞與結構也會造成很大的情緒調節效果。例如，對於可能引發負向情緒的事務，當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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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從「我應該去做……因為……」改成「我選擇去做……因為……」來敘述其原本覺得

很無奈的工作，也能夠很有效的改變其對此事務的知覺以及連帶的情緒反應。如此，連

名詞的使用都未必是重點了。 

  所以，看來書寫的手法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策略，而重點可能更是在以上這些內在對

話的作為中究竟是否產生了怎樣共同的心理空間的變化，使得他們都能夠有效的調節情

緒，並且令敘說者產生新的覺察與觀點？ 

 

肆、原理一：在多元與多重的脈絡中「看見」 

 

  對於這個心理空間之所以會產生療癒效果，其中的一個解釋是「多重觀點」的刺激。

亦即，原本在我的觀點中陷落於情緒反芻的狀況，因為代名詞的使用引出了不同的觀看

角度，也使得有不同理解的可能，而這些不同的可能性又彼此激盪產生了新的詮釋。 

  在本文中也以「辯證法則」來處理這個可能性。作者提出「命題－對立－綜合」的

歷程來描述人們對於自己的認知或角色的認定。亦即，當面對一個對立或不一致的概念

時，為了解決這個不一致而產生一個全新的本體；透過不斷去中心化，不斷的正反合的

辯證，來對自己的經驗產生新的理解與認識。我對這些相關歷程的理解是，這些歷程描

述的是人類後設認知的啟動：當感受到認知之間的不一致，對立，或矛盾時，啟動後設

認知以觀照這些認知的運作，並嘗試找到能夠處理這些不一致的方式。 

  很類似地，我自己過去的研究很大一部份專注在中庸思維的釐清。而中庸就是一種

後設思維（meta-cognition），其核心在於強調體察全局的特色，能夠對所處的環境作全

面而具體的考慮，展現多方思考，對同一件事情切換不同的角度思考。這個中庸的觀點

也符合本文中所提出的「能觀」（self-as-knower），從獨白，到對話，到旁白，這些代

表「能觀」此一的後設認知在層次上的變化。初期「能觀」與「所觀」混淆在一起，但

是透過後設思維逐漸的強化，能觀的位置逐漸提高，能夠納入更清楚的脈絡，也在更大

的脈絡系統中產生新的意義。只是對此一歷程，作者採用了西方提出的構念層次理論

（Construal Level Theory, CLT）來對應。 

  但是，我一直認為華人的全局思維與西方提出的構念層次理論其實有很根本的不同。

CLT 主張的是，當心理距離拉開時，當事人對該事物的認知會傾向於以更為抽象的方式

來解析該知覺目標。所以，當空間，時間，以及社會距離拉遠時，都會引發對事物在具

體到抽象之間的變化。這聽起來很合理，也似乎很符合心理位移的要旨。但矛盾的是，

在 CLT 的主張下，Kuyken 和 Moulds（2009）的研究卻得到以較遠心理距離的觀察者立

場所做的回憶，會抽取比較多負向的自我評價，較高的逃避，以及較低的正念。以 CLT

所做的解釋是，因為在較近的心理距離中才能比較細部的，具體的，具有脈絡的此時此

刻的感知。這樣的詮釋與心理位移或中庸的全局觀的解釋豈不是會剛好互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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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如何處理這個矛盾？我認為這是因為華人的全局思維指的是「後退一步」的拉遠

心理距離，而在後退一步的當下，雖然對於原本知覺的目標而言，確實是遠了，但是也

在此時有機會更納入其周邊的脈絡訊息，使之可以放在一個更大的系統中去被理解，也

就更有可能看見原本沒有看見的其他事物與之的相互影響。也就是說，心理位移或中庸

後設認知的與 CLT 最大的不同在於整體脈絡被納入考量的程度。CLT 專注處理對於目

標事務的抽象程度之變化，但華人所謂的拉遠心理距離或退一步的觀看等，並非只針對

目標物，更強調的是該目標事務所處的脈絡能夠被納入的程度，而這個能夠包含更大脈

絡因素的系統觀點才是促成新的意義能夠產生的關鍵。 

  上述從辯證法則，第二序理解，或是後設認知等來說明心理位移所創造的心理空間

為何能夠促進理解的重構固然是很合理，也是我自己所熟悉的方式。但是現在回顧起來，

總覺得有點「太認知」了！似乎把人放在一個很理性的假設中去解釋情緒的變化，這固

然也很符合心理學的要旨，但是溫度好像不太到位。因此，以下我試著再從另一個角度

做一些討論。 

 

伍、原理二：動起來就鬆了，鬆了就活絡起來了 

 

  第二種對於心理位移所創造出的心理空間何以有效的解釋是「移動」本身就具有足

夠了。 

  丹津・葩默在其著作「心湖上的倒影」中有一段話： 

 

「當我們開始培養心的覺照力時，心似乎一分為二。心產生了新角度，它有各種名稱：目擊者、

觀看者、理解者、觀察者，它親眼看見，不審判也不批評。隨著親見者的出現，心裡產生了一

個空間，它使我們看見念頭和情緒只是念頭和情緒，而不是「我」和「我的」。當念頭和情緒

不再被視為「我」或「我的」，我們開始有選擇，有些念頭和情緒是有益的，鼓勵它；其他一

些不太有益，讓它離開。所有念頭和情緒都被認出來和接受，不受任何壓抑，但是必須選擇怎

麼樣應對，我們可以增加有益和善巧者的能量，消除無益者的能量。」（Palmo, 2002/2009，頁

168） 

 

  這段話很符合目前在正念相關論述中所強調的，單純的覺察，不評價也不反應的覺

知狀態。當然，在這種覺知狀態中，一個主要的變化還是在這個心理空間中的「看見」，

但是這個看見似乎比較不像前述辯證歷程中那麼充滿矛盾，衝擊，整合等那麼多的力道

在激盪著。我的意象反而比較像是在林中安靜地品茗，入口含著其中的苦，溫溫的流下

喉嚨，淡淡的自然回甘，喝茶的人安靜但充滿覺察的品味著每一個變化。這個樂趣不是

因為得到最後的甘甜，而是其中變化的奧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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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老師在借用曹洞宗的「五位」來描述心理位移的移動狀態以及其對應產生的認識

變化時，我似乎也感覺到其筆觸的變化，相對於對辯證的討論，其語調也轉為柔軟，當

然也似乎「玄」起來了！我引文中的兩段話： 

 

「創造性模糊」（creative indifference）的狀態，在不著兩邊之際，蘊藏著無限可能的創造性與

行動能量。太極圖中間的 S 形曲線非屬陰也非屬陽，卻可在陰陽兩極的中間擺動自如……心理

位移這種「觀點」的流動性，避免了固著在特定點的僵化，使得我們對鬆動「苦」的存在處境

的結構與功能，有了不同的體會與認知」 

 

「我你他的出現就像緣起緣滅，我你他落筆之後會出現什麼內容，『你』或『他』出現之後『我』

想要進行什麼樣的對話，都行，只要讓存有回到存有的自在即可。『那你我乃我之對象化，而

他我也可視為我之抽身靜觀，或謂之觀想，何等自由。』（高行健，2001，頁 195-196）隨緣

而思，隨緣而寫；隨緣而走，隨緣而停；隨緣而得，隨緣而失。」 

 

  從這些話語來看，其實不同位格的書寫究竟有什麼特性？有什麼文字會出現？有什

麼衝突會冒出來，又怎樣被整合？這些其實都不是重點。原來隨緣即可。出現就出現，

消失就消失的自由，使得僵化可以開始流動，因此，對於書寫者而言，其療癒未必是因

為獲得了什麼了不起的頓悟，或是對於生命產生了什麼從來沒有過的理解。而是因為看

見原來陰陽可以流轉的可能性，卡住自己的關卡未必如原本想像的那麼堅固，因為鬆動

了，感受到了自由。 

  對上述的這個歷程，我目前還沒有想到很理想可以對應到目前主流心理學的研究構

念。當然，正念的研究可以是很好的對應，或者也可以用重新感受到自主性，或者對生

活再度拾回控制感，或者提升了自我效能感這些來論述一番。不過，或許這部份就留給

未來的研究生們好好去論述吧！ 

 

陸、結語 

 

  心理位移給我的感動是來自於我累積多年的困惑在聽到金老師演講時豁然開朗的

啟發，但是隨後一連串實徵的研究過程卻逐漸讓我對心理位移的樂趣漸失。那或許是因

為一面倒的正面支持，寫論文發表是不錯，但也就不再有太多驚喜了吧！ 

  現在因為要寫這篇回應文，讓我重新檢視自己對心理位移的想法。雖然金老師可能

寫的原意是要進一步釐清心理位移的認識論與本體論。但是對我而言，因為得要有一些

批判的意見才顯得稱職，又因為實徵腦也只能做很刻板的歷程分析，這感覺像是用極簡

工業風在裝潢一棟精緻的三合院，或是要用地質結構去分析靈山的成分。因為這個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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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反而覺得困惑了起來，但同時也又滿滿的好奇起來，究竟我們在那些個不同敘說中所

產生的心理空間的奧妙是什麼？「豐盈的虛空」或「真空妙有」等等這些矛盾又相容的

狀態如何蘊藏如此豐沛的活力？我的心中似乎也有些東西開始流動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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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ing from Moving 
 

Yi-Cheng Lin* 

 

Abstract 

 

What makes a successful inner dialogue? My hypothesis is that it creates a psychological space 

where people can safely explore. There may be many different ways of writing that can promote 

inner dialogue, and all of them can effectively regulate emotions. The key, however, is to 

understand the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psychological space shared by the writing 

methods. Only when we understand these key features of the created psychological space can 

we then master the underlying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In this article, I proposed two 

features that might be critical in the psychological displacement paradigm of dairy-writing. The 

first is "to see". In psychological displacement writing, the I to he/she represents a way of 

stepping back to create a psychological distance. By zooming out our viewpoints, we are then 

able to adopt a holistic view of the system. Consequently, connections that are originally 

ignored are now seen to promote new perspectives and insights. The second is "to loosen up by 

moving". It is possible that above and beyond gaining cognitive insights, the key effect of this 

self-narrated story is freeing us from a self-constructed cage. Experiencing the new possibility 

of "moving" and mastering one's own mind give freedom and autonomy to the writer. Hence, 

based on these two features I have proposed, I entitled this article "Seeing from Mo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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