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濁以靜之，安以動之 : 心理位移內在心理空間的流轉 

 
金樹人* 

 
摘要 

 
本文係根據黃光國（2021）、林以正（2021）與張仁和（2021）三位學者針對本人靶子論

文《心理位移與靈山意象》的回應，提出澄清或增補的再回應。本文的重點有三：其一，

以動態平衡的概念，回應黃光國（2021）補實如何幫助華人在複雜的人際關係中維持「心

理社會均衡」的建議。其二，增補對禪宗「五位」次第的解釋，說明「五位」之中的情

意境界，並提出「出語盡雙，皆取對法」的做法，闡釋禪學中的辯證機鋒在心理位移現

象中的流變作用。其三，針對林以正（2021）與張仁和（2021）關注心理位移現象中陰

陽的流轉，進一步梳理心理位移現象深層心理空間隱微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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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瀏覽了三位老師的回應文，就像以前在各種學報投稿後收到審查人的意見一樣，

心情難免起伏跌宕。我的習慣總是「先放下，再提起」，轉身去忙其他的事情，先暫置一

旁。沉澱兩週之後再拿起來二度細讀，感覺好像可以用心若鏡了，才著手回應。三位學

者從不同的學術角度「放箭過來」，思路極為縝密，論點充滿了智慧靈光。我心想如果要

合宜的回應，首先必須回到原點思考，我為何要寫靶子論文，我的位置到底在哪裡。 

 
壹、《心理位移與靈山意象》的位置 

 
記得二十幾年前的一個黃昏，黃光國老師和我從國科會（現在的科技部）開完會出

來，我們在和平東路上並肩走了一段路。他問我，為什麼你們諮商界的研究數量相對少

於其他心理學門？為什麼諮商界都沒有人參與心理學本土化的運動？這兩個問題相互

連動，我當時的回答好像是這樣的。諮商心理學界與臨床心理學界都有一個兩難的困境：

我們必須花很多的心力在學生的諮商／臨床實習與督導，我們自己也必須投入大量的諮

商服務時間，將西方的技術熟練與內化，否則帶不動學生。教學與實務分配的時間多，

就難以兼顧研究的量，反之亦然。其次，我們雖然用的是西方的療癒理論，但是看重的

是如何解決案主即時或久懸的心理困境，西方理論對於心理療癒的貢獻相當可貴，在台

灣的應用療效也大多不容置疑，此與西方社會／人格心理學在東土的際遇是不太一樣的。 

我們很清楚，東方文化中強調固有的孝道、順從、家族責任與義務等，使得華人在

現代化過程中形成了有別於西方的心理適應問題，其處遇的方式必須調整。其實，這個

問題在諮商心理學的訓練中早生警覺，八零年代初期我在美國接受 APA 認證的博士課

程就有了跨文化議題的磨練。時至今日，我們一直戒慎於這個議題，許多具有跨文化意

識與經驗的諮商心理學家，也持續呼籲關注西方的民族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及其

文化封裝（cultural encapsulation）的建構與解構，不斷提醒從多元文化的角度檢視現有

的西方諮商療癒理論（陳秉華，2017；Heppner, 2006; Leung, 2003）。 

2002 年輔仁大學心理系卅週年系慶學術研討會，我發表了一篇論文，總結我對心理

諮商歷程中變與流變的看法。在結論中我說； 

 
我一直沒有去碰觸窗外沸沸揚揚的心理學本土化的運動。我是帶著教學與研究所得到的知

識進入諮商的現象場，在諮商的過程中尋繹自己的諮商理路。我並沒有，也不可能擺脫西

方心理學對我的影響，我是讓諮商場域中的相遇（encounter）給出答案。這答案是否是本土，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這是我的經驗。而回頭碰觸東方的哲思，往往是在諮商困境中回首後

的豔遇，許是東方準備了千年，等待與我相逢。（金樹人，2002） 

 
或許是個性使然，再看一遍自己的思路，很驚訝的發現這一路走來，內在學術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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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心思維還是沒有改變。我是在與個案相遇的經驗中認識本土，才知道什麼是本土。

我直接的沉浸其中，才後知後覺地得到領會。難怪在碰觸本土心理學的學術交鋒時，我

雖認同本土心理學的理念，但又不太習慣由上而下的本土心理學論戰。我特別不能接受

類似於「中國哲學與意義治療」，或「道德經與心理治療」這類純粹論述的書籍。如果作

者沒有從苦苦與離苦的相會體驗出發，所發出的論述大多是層層疊疊的文字障，恐怕對

於心理療癒的理解都是隔靴搔癢。 

偶然的機會讀到荀子的《解蔽》：「凡人之患，蔽於一曲，而闇於大理」。我驚覺是

否也久蔽於只見片面，不見全面？因此當接到學刊主編的邀稿時，我接受了靶子論文的

挑戰。 

《心理位移與靈山意象》這篇靶子論文的出現，也沿襲上述的行事風格。從摘要中

的重點，讀者們可以看到，我從（1）「心理位移書寫法」之萌蘖，到（2）從「心理位移

書寫法」的形式流變移步到「心理位移現象」的思辨，這中間經歷了將近 20 年。至於

（3）求索「心理位移現象」 中隱含的「靈山意象」，則是在撰述前兩個重點的過程中，

才浮現出來的意象。至於（4）從心理療癒的觀點，梳理「心理位移取向」的認識論與本

體論，說實話，也只花了不到三個月的時間。這麼說也許有欠公允，我細看這些內容，

其實也積累了經年對於諮商歷程「變與流變」的重要思辨。 

 
貳、增補「心理社會均衡」 

 
所以，當我看到黃光國（2021）提到的「心理位移，衍生自基督教的『三位一體』，

它不能構成榮格所說的『原型』，不能做為普適性理論建構的基礎，而只能停留在『方

法』的層次。」我部份是同意的，因為行文的初衷就不在於建構一個普適性理論，即使

撰寫到最後出現的（靈山論）意圖，以目前的主客觀環境還不夠成熟，也還不具備這個

條件。但我也不允許自己只能停留在心理位移「方法」的層次，因為我在許多西方理論

的技法中（包括自己經常使用，而又覺得相當有效的方法）看到了眾多的「心理位移現

象」，我不能視而不見。另外，我對基督教義認識不深，不知黃老師「心理位移衍生自基

督教的三位一體」的說法從何推論而來。至於含攝東方文化的普適性理論建構的基礎是

否一定要與榮格的原型有關，從諮商心理學的角度來思考，相信讀者們會有自己的定見。 

饒是如此，若從「心理位移現象」本體論的思辨，我倒希望以後有機會從道家《太

乙金華宗旨》的「回光」、「逆行」之理，以「黃金之華」的象徵為主，榮格的自性化歷

程（individuation）為輔，闡明我你他位格辯證迴旋之後，從外緣中超拔出來，回光守中

的體性。從這一點看，非常感激黃老師的提點。 

黃老師用了相當多的篇幅，以〈自我的曼陀羅模型〉比對我在本土心理位移取向建

構的心路歷程，彷彿讓我從「他」位格的視框觀看「我」位格的書寫歷程，確有耳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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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之感。尤有進者，黃老師提及他「刻意的以金教授在其回顧性論文中所提供的材料作

為分析對象，說明佛教中所說的『苦、集、 滅、道』，以及佛法修持中所說的『信、解、

行、證』，希望藉此說明，何謂『先驗性的形式結構』。……以『四方位體』作為基本結

構，它蘊含了榮格所謂的『原型』，以此作為基礎，可以成為我所強調的『先驗性形式結

構』，作為建構『含攝文化之理論』的基礎。」等於是藉著這篇靶子論文示範了其所念茲

在茲的「先驗性形式結構」，相當受用。 

黃老師又認為，「心理位移書寫在華人社會中最重要的功能，是幫助華人在複雜的

人際關係中維持『心理社會均衡（psychosocial homeostasis）』。」然而，「這篇回顧性的

論文對這一點卻著墨甚少。這可以說是本文有待補強之處。」果乎，我必須再交代清楚

一些。 

幾乎所有的諮商療癒方法，從苦苦到離苦，大抵都不出以心理社會均衡為目標。「苦、

集、滅、道」若放在現代的諮商療癒語境，「道」所指的也不外乎就是均衡之道。這一個

關注的面向，也出現在張仁和（2021）的回應文中： 

 
心理位移對於個體臻至的理想期待為何？於此嘗試從「不移」作為「位移」的終點，反思此

「動態」做法（我、你、他人稱的「轉換」與「循環」），似乎是帶領個體邁向「靜態」的穩

定，至而探討華人思維中對於「平衡」與「平靜」的期待。 

 
平靜是平衡必要的前提。正如同張老師所稱，「就目前的研究來看，當面臨困頓或低

潮時，心理位移的書寫效益大概是最佳的」。心理位移的研究證實，此法的效益最大者係

破壞性情緒的紓解或舒緩在前，理性或宏觀思維接手在後。「心理社會均衡」中所指稱的

均衡，是由煩躁波動的情緒趨於平緩之後，理性在平靜的深思熟慮之際，再決定與再出

發。我們華人解決困境常說「事緩則圓」，「緩」需要由動而靜，「圓」就是靜觀之後的平

衡行事。下面是一個質性研究的實例。 

研究參與者是一位大五準備研究所考試的學生，與父母期待的生涯方向有了嚴重的

衝突。在 16 次的心理位移日記撰寫中，反覆陳述與辯證自己對生涯猶豫的衝突，過程

中感受到強烈的情緒翻攪。經過多次心理位移的敘寫，不時出現主觀與客觀的詰辯，將

自身視角拉得更廣。最後，認清了父母價值觀、現實世界和自我願景的三方歧異，在孝

道文化的強勢主導下，還是選擇妥協於父母所冀望的生涯方向（李沂蓁，2015）。然而，

此時的「妥協」，是趨近於「平靜」與「平衡」的 com-promise，與彼時焦慮不安下的無

奈徬徨，生涯停滯下遲遲無法做決定的苦澀困厄，相去何啻千里。 

因此，所謂的均衡並不是表示問題完美解決、從此過著快樂的日子。心理位移三位

格的辯證效應，是希望幫助個體在複雜的人際關係中，能達到一種動態的執兩用中。要

言之，如同《中庸》的扣其兩端，允執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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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再論「五位趨中」  

 
「五位」係曹洞宗的祖師良价禪師（807年－869年）所創的修行法門。黃光國（2021）

指稱曹洞宗「五位趨中」的修行次第，「這五個階段中，前三個階段基本上是認知的作

用，後面兩個階段是情意的或意志的（affective or conative）」，更是把西方人「知／情／

意」三分的思惟方式，硬生生套到東方的佛教之上。我偏讀《六祖壇經》，從來沒有看過

這樣的字眼。……業經幾度扭曲的禪學，無法詮釋「心理位移取向的本體論」。」謬耶？

黃老師或許是誤解了，容我在此稍作解釋。 

《六祖壇經》之後，禪宗發展為五宗七派，唐宋時期尤以臨濟宗和曹洞宗為盛。宗

派不同，法門也不一。臨濟宗禪風比較剛勁，創話頭禪，也就是重「公案」；曹洞宗的禪

風較為細密，創默照禪，其說以「五位」為宗。 

鈴木大拙詮釋「五位趨中」所謂的「『正』代表一切的絕對，『偏』代表一切的相對」，

其實很好理解。曹洞宗「五位趨中」的次第，在於說明如何從對立的「偏」與統一的「正」

中間走出來。黃老師也提到，「生滅門」是由五蘊或六識所形成的有限知識，大多屬二元

的對立，也是當代我們所說的邏輯思維的作用，也即是苦（梵文 Dukkha，英文 suffering）

的來源。「真如門」是一種開悟後的大圓鏡智，是一種超驗智慧（Prajñā），通稱般若。

佛法修為的目標直指「真如門」的「正」，以對治五蘊幻身無法離開「生滅門」的「偏」。 

請注意，它的奧妙不在於從「偏」到「正」而已，如果是這樣，走到第三步的「正

中來」就可以了。第四步「兼中至」與第五步「兼中到」是再回到森羅萬象的實存現世，

「他現在已來到二元性（兼）之中，禪者充滿愛心（慈悲）的生活從此實實在在地開始

了。」（Fromm, Suzuki, & de Martino, 1974/1990, p.83） 這是悲智雙運的展現。後面兩個

階段由然而生的愛心與慈悲，是從打破二元對立的「偏」之後再投身於娑婆世界的情操，

正是一種情意的境界。 

 至於黃老師說的「我偏讀《六祖壇經》，從來沒有看過這樣的字眼。」的確如此，但

就禪學法門詮釋心理位移現象，我的理解是這樣的。心理位移的現象以不同的操作形式

或呈現，所欲達到的辯證效果，都在完成一種最佳的實存狀態。禪宗六祖慧能告誡他的

高徒，在他滅度之後的傳法要旨遵循著以下的法則： 

 
「若有人問汝義，問有將無對，問無將有對，問凡以聖對，問聖以凡對。二道相因，生

中道義。汝一問一對，餘問一依此作，即不失理也。」《壇經．付囑第十》 

 
這種「出語盡雙，皆取對法」的做法，問東答西，看似答非所問，在這樣的問答中，

產生的也是某種心理位移現象。問有將無對，是讓問者在固著於「有」的心理位置，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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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到「無」的心理位置，產生鬆動。正如林以正（2021）所看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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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於《壇經．付囑第十》隨後的「二道相因，生中道義」，與曹洞宗「五位趨中」最後兩階

段的「兼中來」「兼中至」也幾乎是「形異」而「神似」。這種內在自我意識二元之間的

擺動方法，《金剛經》裡也有類似的善巧： 

 
「須菩提，於意云何？菩薩莊嚴佛土不？不也，世尊。何以故？莊嚴佛土，即非莊嚴，是名

莊嚴。」《金剛經》 

 
莊嚴佛土，就已經是莊嚴了，為何「即非莊嚴」？更奇的是，接下來又一個「即非

莊嚴，是名莊嚴」。這也是一種《壇經》的「出語盡雙，皆取對法」。當第一層「莊嚴佛

土即非莊嚴」出現的時候，原有篤定的心念被打得莫名其妙，停留在紊亂狀態的思維一

時間找不到依附。之後，第二層的「即非莊嚴，是名莊嚴」再次出現，平常習慣的「因

為…所以…」邏輯又被打亂一次，造成了不敢或不能將思維停留在任何一邊的短暫現象，

這正是心理位移位格流轉的效用。這種對話在《金剛經》中常常出現，是一種打破二分

慣性思維的方法（金樹人，2010）。禪學中經常有類似的「出語盡雙，皆取對法」詭辭，

所欲產生的效應是類似的。例如：「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

流。」餘不贅述。 

 
肆、心理空間流轉之玄妙 

  
林以正（2021）與張仁和（2021）的回應，讓我想起了 2005 年前後，林老師與黃金

蘭教授在台大心理系帶領的實驗研究團隊與我們交會的溫馨時光。在師大，諮商領域的

研究多採質性研究，心理位移的研究也不例外。台大團隊採用的是量化研究，研究範式

不同，各有各自嚴謹依循的判準。 

張老師回應的：《效果「不疑」、調整「不宜」、理想「不移」》，觀點相當新穎，也讓

我沉思良久。張老師提到，「探討心理位移書寫在心理適應的影響，以及書寫人稱代名詞

所引發的位格特性。一路下來，結果無論是短期間立即書寫對於情緒的緩解，乃至於長

期書寫積累促進心理健康，又或是在『我』、『你』、『他』位格特徵，幾乎與起先發現完

好呼應。」雖說心理位移的實徵研究結果大體上「不疑」，有可能因為採用大樣本之後，

極少數的偏誤被歸到統計上可接受的誤差，因此在整體的考驗上看不出例外。然而，不

疑處有疑，每次我參加心理位移的質性論文口試，到最後我一定會督促考生，不要忘記

例外，要好好拿放大鏡去探討少數心理位移無效的原因。在質性研究中，偶爾會有一兩

個案例是無效的。我曾經回顧了截至 2017 年以前的心理位移研究（金樹人，2018），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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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了不少心理位移書寫法的限制案例。魔鬼藏在細節，天使也藏在細節。歸納這些現象，

包括書寫者極端情緒的耗竭與反彈，「你」位格關懷與批評的雙面刃，以及主客觀現實痛

苦的跌宕與無解等等（p.128-129），率皆影響了心理位移書寫法的效果。這些研究不經

意發現的「狹縫小隙」，讓我們更能夠大大的警惕在心理位移方法操作上應有的慎重。 

兩位老師都跳脫了心理位移的方法，進一步關注心理位移現象中陰陽的流轉，那看

似玄玄微妙的現象。這是源於他們對於 Kross 與 Pennebaker 等人有關心理書寫與心理距

離研究的深入鑽研，心理位移適時地提供了另一個心理距離位置移動的操作與解釋，兩

方融通之後更開闊的慧眼。從實徵腦挪移到直觀腦，張老師精緻細膩的回應「於『空間』

即是將正與負的『內容』予以『平衡』，於『時間』則是將自我『波動」收斂至『平靜』。」

林以正（2021）回應文中也有類似但不同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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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而是因為看見原來可以流轉的可能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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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住的關卡在位移中鬆動，因為鬆動而感受到了自由。除此之外，林老師進一步好

奇地探問，心理位移所產生的心理空間的奧妙到底是什麼？ 

我在觀察心理位移所產生的心理空間，經常會關注從「他」位格再回到「我」現在

的狀態。從我自己親身使用的經驗，以及細讀研究參與者的自述，我你他敘寫完後，會

有一個極為短暫的「懸空而又盈滿」的經驗。這經驗彷彿是莊子所謂的「坐忘」。 

莊子藉顏回與孔子的對話闡明何謂坐忘。仲尼問：「何謂坐忘？」（莊子．大宗師）

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這種物我兩忘融為

一通的體驗，只能默會，難以言傳。這種絕對的空性，讓我想到余德慧（2001）曾經藉

由齊克果的 A 式宗教性 （religiousness A） 試圖說明類似的存有現象。這 A 式宗教性

是一種存有獨在的處境，讓人立即明白「我當如何……」，但這種「我當如何……」並不

直接引導到任何特殊行為，而是浸泡在開放給神性的整體默存領會，這是一種活潑、自

然、生動的體悟（p.28）。 

這種狀態極其短暫，類似於意識升起之前，思考啟動之前的純然覺知（bare awareness）

狀態。 

 
當你首次覺知某事時，就在你對它形成概念之前，在你辨識它之前，有短暫的純粹覺知片

刻出現。那就是覺知的狀態。通常此狀態是稍縱即逝的。它是當你的眼睛聚焦於一件事物

時，當你的心專注於一件事物時，也就是在你將它客體化之前，在心中把它確定之前，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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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和其他的存在分開之前的那一瞬間。它發生在你開始思考它之前──在你的心說：「哦，

這是一隻狗」之前。（Bodhi, 2011/2014, p.10-11） 

  
為何Bhikkhu Bodhi要大費周章地連續用了好幾個「之前」，描述這種純粹覺知片刻？

這片刻是意識升起之前，主客不分的，也就是不二的狀態。在受苦的意識境遇，主體與

客體，問者與問題，都是二元糾纏的。我你他的心理位移敘寫，經歷非我非你非他的辯

證歷程。我假設真正不二的狀態，就是「正」「反」辯證後，「合」即將生成之前的狀態；

辯證會讓一個人拉到中間的位置，這個位置在完形空椅法的心理位移辯證中，既不是

topdog 的位置，也不是 underdog 的位置。這就是不二的狀態，是一種處於「念與念的空

隙」狀態，是一種《金剛經》中無所住而生其心的「無所住」狀態（金樹人，2002），也

就是顏回所說的「坐忘」。 

 心理位移現象的這種效應，偶爾也會發生在意義治療的場域。一位年長的家庭醫學

科醫師，無法克服兩年前的喪妻之痛，患了嚴重的憂鬱症。他是意義治療師 Viktor Frankl

的個案。 

  
我反問他：「如果是你先離世，你的妻子獨自活下來的話，那會是怎樣的情況？」 

他說：「喔，這對她來說實在是太可怕了，她會遭受痛苦啊！」 

我隨之回答：「你看，現在她不必承受這種痛苦，是因為你代她受苦。你活下來的代價，就是

你代她受苦。」 

他聽了之後不發一語，可是緊緊的握住我的手，然後平靜的離開我的診所。（Frankl, 1959/1983, 

p.129） 

 
這種默會來自於當事人反身進入亡妻的位置，「對立雙方相互穿透」（ the 

interpenetration of opposites）的理解（Basseches, 1980），產生了互相消融的現象。當事

人兩年來的心理鬱結，從理智的糾纏中頓時解放。那位案主「平靜的離開」，內心深處隱

而未顯的心理狀況，很像日本道元禪師（どうげん，1200 年－1253 年）的一首詩： 

 
水清徹地兮，魚行似魚。 

空闊透天兮，鳥飛如鳥。 

  
此刻的心靈空間，進入非我非你非他的無我狀態，空無一物。雖然短暫，又似綿綿

無盡。當從這個「清淨本然」狀態上昇至意識狀態之時，動之，又徐徐回到主客分歧的

眾聲喧嘩，見山是山。行文至此，我彷彿明白了那總是參不透的對子：「濁以靜之，徐清；

安以動之，徐生。」（道德經．第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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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心理空間的凌波微步，帶出如是的清澈闊透、似魚如鳥，其中有著無比的輕盈自

在與甘潤甜美。正如林以正（2021）筆下的：「溫溫的流下喉嚨，淡淡的自然回甘……，

這個樂趣不是因為得到最後的甘甜，而是其中變化的奧妙。」這或許就是心理空間流動

迴旋所產生的溫度吧。 

 
伍、結語：靈山意象的渴望與可望 

 
 《桃花源記》是一種靈山意象，這種象徵包含了遠古的隱喻，陶淵明表述的香格里

拉也不過是雞犬相聞的寧靜。靈山意象乃是華人集體潛意識最原始的成分，投射了從苦

苦到離苦的渴望。五蘊熾盛所造成的苦，都是意識層面的作用。榮格認為，人的意識總

是偏頗不全的，意識的高度發揚就是兩極對立，集體潛意識剛好相反，但它不了解意識

心靈的語言。因此兩者的界面需要「象徵」的力量通過最簡單的比喻，意識才能與潛意

識對話（Wilhelm & Jung, 1962/2011）。這也就是榮格的論述中，為何闡明自性化的歷程

需要透過原型的象徵、曼陀羅的象徵。藉由榮格的論述，我以為靈山意象這款「象徵」

是華人集體潛意識的簡單表述，同時它也是意識所產生的最高級的直覺（借用榮格的用

語）。 

誰知道高行健（2011）在潛意識層面隱藏的靈山是什麼，在意識層面默會的靈山又

是什麼。但在《靈山》書中最後，我們好像看到了他對靈山意象的「可望」： 

 
沒有奇蹟。上帝就是這麼說的，對我這個不知饜足的人說。／那麼，還有什麼可追求的？我

問他。／周圍靜悄悄的，雪落下來沒有聲音。我有點詫異這種平靜。天堂裡就這麼安靜。／

也沒有喜悦。喜悅是對憂慮而言。／只落著雪。／我不知我此時身在何處，我不知道天堂裡

這片土地又從何而來，我四周環顧。／我其實什麼也不明白，什麼也不懂。／就是這樣。

（高行健，2011） 

 
玄乎？妙乎？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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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os to Calm, Quiet to Movement:  
The Flow of Inner Psychological Space in Psychological Displa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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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in response to the comments by Hwang (2021), Lin (2021) and Chang (2021) 
on my previous article entitled “Psychological Displacement and Lingshan (靈山) Image: A 

progres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Psychological Displacement Approach”.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ree aspects. First is using the concept of dynamic balance to help Chinese people maintain 

"psychosocial homeostasis" in complex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Second, in response to 

Hwang’s (2021) doubts about the five stages of Zen, I gave a supplementary explanation on the 

sentimental realm of love and compassion in the final two stages and proposed the practice of 

"uttering both ways, and adopting the right." The supplementary explanation describes how the 

dialectical mechanism of Zen studies enlighten the phenomenon of psychological displacement. 

Third, in view of the commentators’ (Lin, 2021; Chang, 2021) attention to the circulation of 
Yin (陰) and Yang (陽) in psychological displacement, I expounded further on the subtle 

changes in the deep inner psychological space during  psychological displa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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