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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意識構作」的文化意義 

   

黃光國* 

 

摘要 

 

李維倫教授長期關注華人本土心理學的發展趨勢，他對以往台灣本土心理學運動中所出

現的四種主體策略，做過深入的析論。並將其中的「垂直模式」劃分為「實在論」與「存

在論」兩種。作為一個臨床心理學者，他堅持「存在論」及詮釋現象學的研究取向，並

總結自己多年的臨床實務經驗，提出華人社會中的「倫理療癒」模式及「意識三重構作」

的論點，是其主要貢獻。但因為現象學採取「極端經驗主義」的立場，認為所有形上學

的問題都應「置入括弧」，當李教授轉到哲學系任教後，如果仍然堅持此一研究取向，則

恐怕無法解決華人的「文化主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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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篇題為《從倫理療癒到存在催眠治療》的文章中，李維倫（2021）回顧自己從

青春期的沉悶到建立存在催眠治療，超過四十年的歷史。回首過往，認為自己一直在尋

找一條行動之路，踐行之路。這條路已歸結成：追尋人文世界的心理學、進入現象學的

機緣與奮鬥、本土心理學的召喚、與余德慧同行、倫理行動：倫理療癒的專業踐行、心

理師的養成、意識狀態的探究與存在催眠治療的建立、與其他學派的對話、邁向實踐有

效性的淬煉以及照顧哲學的開拓等十個疊加的主題。 

 

壹、四聖諦 

 

  他從自己國小四年級時，看到一個乞丐，想要幫助他，卻又無能為力時，內心的掙

扎談起： 

 

當時我所遇到的痛苦，其實也不只是乞丐的，還有我自己的。我高中的學號是零字頭，1981-1988，

是我的青春晚期成年早期，也是臺灣貧富不均開始擴大的年代。上面這個小故事大概就呈現了

當時的我常感到的困擾：人為何痛苦？又如何能離開痛苦？人是什麼？以致有如此苦痛？在師

大附中時我也一知半解地跟著讀了一些存在主義作家的作品，也因此選擇了心理學，到大學心

理系就讀。我想在心理學裡找「人是什麼？」的答案。 

 

  這個故事很像當年印度悉達多太子看到人間「生、老、病、死」諸苦，而決心出家。

只不過當年佛陀因此而創立了佛教，李教授則是想在心理學裡找他的答案，所以這十個

疊加的主題，大多跟心理學的本土化有關。問題是：經過四十年的探索，李教授找到自

己的答案了嗎？ 

 

一、「苦、集、滅、道」 

 

  用佛教「四聖諦」：「苦、集、滅、道」的觀念來說，當年佛陀找出的「離苦得樂」

之「道」，是「出世」解；而李教授所要找的「道」，是「入世」解。「出世」解可以「說

了就了」；「入世」解所要找的「道」，雖然也可以說是一種「正道」，其中「眉角」其實

比「出世」解麻煩的多。 

  李維倫說：「那是 80 學年度的開學週，我第一次坐進余老師的課堂中。」「在那一

年的聽課過程中，余德慧老師讓我知道了世界上有一種完全不同的心理學，建立在對人

之存在的理解上，名為詮釋現象學心理學。」余德慧可以說是台大心理系培養出來的「怪

咖」。他在台大心理學研究所念博士班的時候，論文主題是以行為治療法治恐懼症。畢業

後留在系上教書。到國外短期進修回來，開始講詮釋現象學，沒想到竟然大受學生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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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維倫也因此和他結緣。 

  余德慧建議李維倫到美國杜肯大學進修，1992 年 8 月，他進入杜肯大學心理系碩士

班就讀。在這段期間他 

 

曾寫信給余德慧老師，說我就像泡在現象學的游泳池裡。「人的理論」課程內容是胡塞爾與

海德格，「生理心理學」討論梅洛龐蒂的知覺現象學，「溝通心理學」的讀本是亞里斯多德的

《修辭學》以及海德格的語言哲學，「研究方法論」有數門，內容包括了胡塞爾、海德格、

伽達美與呂格爾等人的哲學。而所有的現象學訓練也支持著心理衡鑑、心理病理學以及心

理治療等臨床心理學的核心課程。 

 

  用〈自我的曼陀羅模型〉來說，他是將這些「知識」儲存在「個人知識庫」裡，以

備日後之用。這是「四聖諦」中所謂的「集」。1995 年，本土心理學運動發生路線之爭。

李維倫寫了一篇〈本土心理學必須超越「心理實體論」〉，投稿給《本土心理學研究》。所

謂「心理實體論」，其實就是盛行於台灣心理學社群中的「素樸實證主義」，或「科學主

義」。用〈自我的曼陀羅模型〉來說，這是李維倫憑著自己的「智慧」，想用他在杜肯大

學學到的「知識」為基礎，「轉識成智」，解決台灣學術社群發展本土心理學所遭遇到的

難題。用「四聖諦」的觀念來說，這是「滅」。 

 

二、「知其雄，守其雌」 

 

  楊國樞教授誠然是位「氣度恢弘」的人，他不僅「容許當時只是學生的我為文批評，

進而邀稿。」如此的鼓勵讓李維倫點滴在心。然而，光只「包容」並不足以讓台灣的本

土心理學社群看出其應走之「道」。李維倫繼續思考這個問題： 

 

現象學的眼光讓我從研究者的置身開始思考心理學本土化的起點。由於每一個研究者都是從

其所置身的社會文化脈絡中發出問題，當他／她對已身的社會文化心理現象發問時，就必然

是一項認識自身的「反身性的探究」（reflexive inquiry）。如果這時研究者把文化心理現象把

握為對象物，如一個外物般地加以審視、定義、測量，那就失去了「探問已身之所出」的根

本性質，對象化的眼光也將使賦予意義之社會文化作用質變為一個個變項（variables）。因此，

直面本土文化心理現象的反身性探究，也必然是一條「非實體化的探究」（non-objectifying 

inquiry）的道路。〈文化的生成性與個人的生成性：一個非實體化的文化心理學論述〉（李維

倫等人，2007）一文正是提供一個不把文化當作實體對象的心理學理論論述。如此一來，除

了研究方法外，現象學視野也給了我從事心理學本土化工作的研究者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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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維倫所謂「實體化」（objectifying），通常稱為「物化」。西方主流心理學的探究方

向，確實是一種「物化的探究」，然而，在我看來，不論是個人或文化，他的最大長處，

必然蘊含著他的最大短處，所以我們在討論本土心理學的發展策略時，必須「知其雄，

守其雌」，「為天下谿」，替大家找出一條真正的可行之道。 

 

貳、本土心理學的文化主體策略 

   

  上述引文指出： 

 

研究者把文化心理現象把握為對象物，如一個外物般地加以審視、定義、測量，那就失去了

「探問已身之所出」的根本性質，對象化的眼光也將使賦予意義之社會文化作用質變為一個

個變項（variables）。 

 

  這個論點是正確的。然而，如果把現象學的方法當作是解決心理學本土化問題的「萬

靈丹」，卻大有商榷的餘地。更具體地說，現象學的視野可以讓研究者看出「個人的生成

性」，卻不足以讓我們看出「文化的生成性」。這一點，必須依著李維倫的論述脈絡，再

作更仔細的析論： 

 

隨著我自己在學術經歷上的累積，開始感到自己必須為年輕學者鋪陳進入本土心理學的基礎，

我以 30 多年來臺灣本土心理學理論開拓的代表人物，楊國樞先生、黃光國先生、宋文里先生

以及余德慧先生的著作為材料，爬梳其思想，寫成〈華人本土心理學的文化主體策略〉（李維

倫，2017d）一文。我原先將這篇文章定位為後來者的入門文章，然而隨著文章的完成，四位

學者的思想各自典型化現身（typification），我由其中看到兩種不同的本土心理學模式。一是

由西方回到東方的水平模式本土化（the vertical model of indigenization），另一則是由學術知

識回到生活世界的垂直模式本土化（the horizontal model of indigenization）。 

 

  在我看來，〈華人本土心理學的文化主體策略〉是台灣本土心理學發展史上極其重

要的一篇文獻。在 1990 年代，當心理學本土化運動發生路線之爭的時候，我已經很清

楚地看出：心理學本土化未來發展的關鍵，在於科學哲學，而不在於心理學自身。因此，

哲學雖然不是我的專業，我仍然用了十幾年的功夫，撰成《社會科學的理路》一書（黃

光國，2001）。看到李維倫的這篇論文之後，高興異常，立刻從科學哲學的觀點，撰成

《儒家文化系統的主體辯證》一書（黃光國，2017）。 

 

一、「垂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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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重新觀察四位學者的論述，可以推演出這樣的結果：具備理論主體性與生活主體性的本土

心理學策略，其目標並不是在於抵達「分別」而是在於抵達「溝通」。楊國樞主張透過「跨文化

主位研究策略」，就是讓各文化中的心理學者以其各自的主位來進行相互溝通。黃光國轉向後

實證知識論，為的即是取得與西方理論對話的門票。宋文里更是明白地以面對面交談的說話主

體做為他的漢語文化心理學的目標原型。而余德慧也提出「文化間的交互參引」來做為自我認

識與認識他者的方法。也就是說，除了在概念化操作的主張外，四位學者的論述也匯同於溝通

的目標。當奠基於理論主體性與生活主體性的溝通成為本土心理學的根本典範（paradigm），學

術的霸權支配就失去了它的立足點。「普遍：殊異」也不再成為問題，因為「殊異」是溝通的起

點，而溝通的目標是相互理解，而非普遍同一的追求。（李維倫，2017d，頁 69-70） 

   

這個論點，基本上我是可以接受的。然而，在〈華人本土心理學的文化主體策略〉

一文中，李維倫把本土心理學的研究取向分為「水平模式」和「垂直模式」兩種，卻大

有商榷的餘地。所謂「水平模式」，是以「不同地域文化間的差異對比來定義」，例如：

在「東西之別」論述中的「本土」，將東方界定為「本土」，西方為「非本土」。這是一般

心理學者所採取的觀點。 

  從現象學心理學（phenomenology of psychology）的角度來看，實踐心理學者必須返

回「人活著」的存在處境，在瞭解中進行人與人、人與物、以及人與週遭的重構實踐，

讓知識由此產出；種種心理學的本土化方式，都必須由「理論抽象的知識追求」下降到

「生活現場的實踐行動」。 

 

二、「存在論」與「實在論」 

 

為了要說明他所主張的現象學心理學，李維倫（2016）更站在「實踐心理學」（practical 

psychology）的立場，主張「存在論」（existentialism）的心理學。在他看來，「實在論」

和「存在論」對於「未知」（unknown）的態度是完全不同的： 

 

當未知被納入人類生命中，對人類知識活動的理解就可以從實在論進入了存在論

（existentialism）。也就是說：當人們將「未知」視為對被取消的對象，人類的知識奮鬥在於拓

展「已知」的邊界，那麼「未知」是「尚未獲知」，是人們的知識目標。但若人們將「未知」視

為人類生命中必然存在的領域地帶，人類智能終究無法主宰「未知」，那麼人們就發現「未知」

是自己認識活動能夠生生不息的本體論條件（ontological condition）。 

 

    李維倫（2016）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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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種面對「未知」的態度指向了兩種不同性質的認識活動：實在論的認識活動與存在論的

認識活動。實在論的認識活動目標在於建構理論，存在論的認識活動在於揭露以「未知」為

根本的人類種種存在經驗。對後者來說，對現象的知覺是存在經驗的一部分，深究現象的同

時也正是對人類存在的反身性理解（reflexive understanding）。如此，科學活動的探究是奠基

於人的存在性，也是一種關於人存活於世的反身性（reflexivity），認識到的是人與人、人與物

以及人與週遭世界的關聯狀態。也就是說，從反身性出發的知識活動，是具有揭示人與他者

關係的倫理性（ethicality）知識活動。 

 

三、「神靈實在」與「文化實在」 

 

在李維倫對「垂直模式」所下的定義中，最值得我們注意的核心概念是「文化特性」。

更清楚地說，「存在論」的心理學重視的是當事人的「歷史」，而「實在論」的心理學則

可以解決「文化」的問題。在前述引文中，李維倫雖然強調：身體不適也是一種「文化

歷程」，然而，由於它的基本立場是「臨床心理學」，他的關注焦點聚焦在「醫學實在」

和「神靈實在」之間的區分。我的終極關懷是建立「華人自主社會科學」的學術傳統，

因此，我最在意的是「文化實在」。 

由於文化可以有許多種不同的定義，從人類文明發展史的宏觀角度來看，人類所發

展出來的四大文明，在軸樞時期之後，經過兩千年的交匯與整合，已經發展出三大文化

系統，其中「儒家文化系統」是我最為關懷的「文化實在」。作為一個華人本土心理學者，

我們該如何研究這樣的「文化系統」呢？在發展本土心理學的過程中，我曾經提出一個

〈自我的曼陀羅模型〉，並且宣稱：它是普世性的。依照文化心理學「一個心智，多種心

態」的原則（Shweder et al., 1998），如果這個模型能代表人類普遍的「心智」（mind），

則它應該也能夠用來說明心理學者的特殊心態（mentalities），包括：「實證論的心理學

者」、「實在論的心理學者」以及李維倫所強調的「存在論心理學者」。 

 

四、「脫離現實」與「接近生活」 

 

李維倫認為後實證主義的看法含藏了這樣一個傾向：繁雜的現象對於實在的表徵

（representing），不如既有的理論來得精確，因此主流心理學研究者大多不再以觀察現象

來提出假設，而是從文獻資料庫中搜尋其他研究者所提出的理論或研究結果，再提出假

設來加以修正或推翻。 

 

「理論間的對話」成了心理學的學術活動核心，而對於現象的自然觀察就不再必要。自然而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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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研究程序與標準化的實驗室成了從事「理論間的對話」的研究者所擁有的共同「現象-實

在」。依循後實證主義的心理學也就一步一步脫離一般大眾的生活現實，建立了自己的學術研

究生態圈。 

 

這個論點，其實並不恰當。目前主流心理學的理論，大多建立在個人主義的預設之

上（Danziger, 2006），將之移植到非西方國家，就很可能變成所謂「怪異的」（Weird）心

理學（Henrich et al., 2010, a, b, c），尤其是實踐心理學者所重視的心理治療，其實根本是

原自基督教的治療（Christian therapy）（Dueck & Reimer, 2009）。今天假如我們要在某一

特定的非西方文化中建構「含攝文化理論」，我們當然有必要和西方心理學理論進行「理

論間的對話」，並以嚴謹的實徵研究方法和程序從事理論命題的檢驗工作。然而，這種

「依循後實證主義的心理學」所建構出來的「含攝文化理論」，不僅不會「一步一步脫離

大眾現實」，反倒更能夠貼近該文化中人們的生活世界。 

  在西方主流心理學的宰制之下，我一向主張：非西方國家發展本土心理學的主要目

的，就是要建構含攝自身文化的理論，來對西方的主流典範進行革命（黃光國，2011；

Evenden & Sandstrom, 2011）。要做到一點，研究者必須把西方的科學也當作一個「文化

系統」，瞭解其中各個子系統之間的辯證性關係，唯有如此，才能適切地使用「多重哲學

典範」，解決心理學本土化運動中的理論建構問題。 

 

參、理論間的對話與「外推」 

   

  用新儒家的概念來說，科學哲學是源自西方的「形構之理」，「儒、釋、道」三教的

中華文化傳統則是一種「存在之理」。在中、西文化交會的今日，華人社會科學家必須對

科學哲學的演化系譜有相應的理解，才能夠「恰如其分、恰如其位」地應用不同的科學

哲學，來解決心理學本土化運動中最為棘手的理論建構問題，這就是朱熹當年在詮釋「理

一分疏」時，一再強調的「理一不難，難在分殊矣」。 

  李維倫這篇回顧性論文的第二節提到：當年杜肯大學心理學系的宣傳小冊之所以出

現在臺灣，是因為當時的政大哲學系系主任沈清松教授邀請杜肯大學心理學系的教授來

臺舉辦研討會。事實上，我也有類似的機緣。1999 年，時任亞洲社會心理學會會長的楊

國樞教授在中央研究院舉辦年會，沈清松教授邀請維也納大學哲學系主任 F. Wallner 前

來參加，使我認識到他所主張的「建構實在論」（constructive realism）。 

  在二次大戰之前，維也納曾經一度是世界學術的中心，維也納學圈（Vienna Circle）

也因為提出「統一科學」（unification of science）的理想而名噪一時。二次大戰後，在社

會科學的不同領域中，受過不同訓練的學者，經常使用不同的語言，針對同樣的研究對

象，建構出不同的理論。面對這種「百家齊鳴，百花齊放」的現象，社會科學家應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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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進行知識整合的工作呢？ 

  面對這樣的情勢，「建構實在論」提出了所謂「外推」（strangification）的策略。其

中「本體論的外推」是指：如果兩個理論所探討的對象其本體是一樣的，則科學家可以

將一種理論「翻譯」成另一種理論，運用別的語言，來述說自己研究的成果。這樣研究

者不僅能夠掌握理論，而且能夠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述說它，從而由理論中獲得自由。 

 

一、「倫理療癒」 

 

  舉例言之，在〈作為倫理行動的心理治療〉一文中，李維倫（2004）的提問是：「面

對受苦者，作為心理治療者的我如何能夠有倫理性的作為？」他說，他是以這個問題，

來「開啟我對心理治療的探究」。 

  在我看來，這個是所有心理治療者共同的提問方式，例如金樹人（2021）在他研究

「心理位移書寫」時，也有類似的提問方式。然而，李維倫認為：他的回答方式卻有三

個獨到的特點： 

  首先，這個問題是現象學的，因為它讓探究者回到現象發生的現場：治療者與受苦

者之間的遭逢（encounter）。其次，它是本土的，即反身地回到治療現場中的治療者自身，

關於治療者自身如何行動，有關治療行動的知識。第三，它是倫理療癒的，指向了心理

治療中人際規序（interpersonal ordering）運作的建構活動，關注治療者與受苦者之間如

何不重蹈難以連結的倫理之苦。因此，他畫了一張圖，來呈現了此一倫理療癒的動向。 

 

 

 

 

 

 

 

 

 

 

 

 

 

 

 

圖 1  

心理治療中的倫理療癒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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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李維倫，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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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看來，這張圖是很有意義的。圖中的許多概念，像「本心之我／個化之我」、「現

實生活之人情形式」、「擬似倫理締結」和「有所抒發的交往」等等，都可以用我過去所

建構的理論模式再作進一步的詮釋。當然，這一張圖本身，也可以配合我過去所建構的

理論，用來說明華人社會中的倫理療癒。 

 

二、「意識的三重構作」 

 

  再舉一個例子來說，在「意識狀態的探究與存在催眠治療的建立」一節中，李維倫

回顧以往西方學者針對意識作用形式所提出的相關理論，包括 Tart（1975）將意識理解

為一個一個「狀態」（state）的狀態理論、Gibson（1977, 1979）之有機體處於環境中的

可為性（affordance）理論以及胡塞爾（1970, 1983）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理論，而

將意識描述為「置身於環境中的行動可為性」，「意識的組織建構歷程包括語意意識、圖

像意識，以及體感意識」（李維倫，2015，頁 198），可以用圖 2 來表示： 

 

 

 

 

 

 

 

 

 

 

 

 

 

 

 

  由此李維倫（2015）提出「意識三重構作」理論模型，可以來說明催眠現象。在此

理論中區分「以體感意識活躍為主的另態意識」（altered state of consciousness）以及，「以

圖像意識活躍為主的另態意識」。語意意識主導的意識狀態則構成我一般認為的清醒狀

態。這三種意識狀態各有其經驗組織的時間模式：語意意識是線性因果時間（linear-causal 

temporality），圖像意識是綻放時間（ecstatic temporality），而體感意識則是流轉時間

（flowing temporality）。圖 3 呈現了不同意識動作主導下的意識狀態以及其時間性。 

圖 2  

一個環境脈絡中之經驗行動作為者的意識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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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李維倫，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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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不同意識作用支配下的意識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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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維倫（2015）認為：「意識三重構作」可以用來說明倫理行動心理治療的三步驟

（參見圖 1）。首先，可以推動個案進行重新理解過程的連結，皆為涉及身體感受的活動，

也就是促發個案體感意識的連結。在此之前，治療者需要離開自己所熟悉的語意意識運

作狀態，進入本身的體感意識運作層次，離開以語言所建構之社會規約。「重新理解過

程」則是在身體感受有所連結的情況下，透過圖像經驗的運作，「身歷其境」地「體會」

到種種經驗，改寫先前生命經驗的意義。這樣一來，就可以用相對簡潔方式說明心理治

療的歷程與作用。 

 

三、兩種研究取向 

 

  李維倫將這種心理治療取向，而命名為存在催眠治療（existential hypnotherapy）。它

是以臺灣本土心理療癒之倫理照顧為起點，結合存在現象學（existential phenomenology）

的理論視野與催眠治療（hypnotherapy）的具體操作，經歷現象觀察、理論建構、與具體

實作而形成的心理治療方法。從本土心理學的角度來看，「意識三重構作」的提出讓原本

具文化特性的心理治療（a culturally-specific psychotherapy），抵達了一般性的心理治療

理論（a general theory of psychotherapy）。 

  整篇文章讀來，「意識三重構作」確實是李教授開始在台灣研究本土倫理療癒四十

多年來，最重要的學術貢獻。因為他並不涉及意識的內容，所以這三重構作可以看作是

普世性的。我仔細拜讀這篇文章之後，感到非常欣賞，並決定在我目前正在撰寫的《儒

佛會通：自性的心理分析》一書中，引用「意識的三重構作」，來說明禪作過程中的心理

（摘自李維倫，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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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化。然而，這樣的詮釋方向跟李教授以往的努力方向正好相反：李教授是以本土心理

療癒作為切入點，採取現象學的「極端經驗主義」的研究取徑，將所有文化的內容「置

入括弧」，經過四十多年的探究，才發現純粹「意識的三重構作」。 

 

結論 

 

  我則是反其道而行。我也反對「實證主義」式的研究取向將許多心理現象「變項化」，

在我看來，科學哲學的演化系譜才是科學研究的「正道」。 

  從科學哲學演化系譜的角度來看，這段簡短的評論便犯了兩個嚴重的錯誤。第一，

是關於「現象學」的「理論論述」。當西方自然科學哲學的「知識型主體」由「實證主義」

轉向「後實證主義」，並由此衍生出「後現代」的科學哲學之後，其人文及社會科學取向

的「詮釋學」也發生了類似的轉向。胡賽爾的「現象學」和「邏輯實證論」一樣反對形

上學，並主張「極端經驗主義」（radical empiricism）的研究方法；海德格的「詮釋學」

則主張用一個「結構性的概念模式」來把握研究對象，使「解釋學的循環」能夠形成「事

實的圈子」。師生兩人在學術思想上的對立，造成其生命經驗中的緊張關係。 

  他們兩人的學生高達美在其晚年的代表作《真理與方法》和費耶本德的《反對方法》

互相呼應（Gadamer, 1960/1985）；他所主張的辯證詮釋學繼承了古希臘蘇格拉底的辯證

傳統，提出了「視域融合」的重要概念，和勞登「實用主義」的哲學立場先後映輝，可

以說是「後現代哲學」在人文社會領域中的代表作。 

  四十年來，我一直堅持「文化系統」的研究取向（Hwang, 2015），並發展出建構「含

攝文化之理論」的知識論策略（黃光國，2019；Hwang, 2019）。從我的生命經驗來看，

我非常肯定李教授的貢獻。然而，在這本書中，我要強調的是：禪宗六祖會能大師開悟

後所說的「自性自度」，而不是李教授所說的「心理療癒」。 

  2015 年，李維倫與一群從事心理治療與心理諮商實務工作的心理師成立「臺灣存在

催眠治療學會」，目的在於推動存在催眠治療的研究深化與實踐創新，這是可喜可賀之

事。 

  正是因為現象學和實證主義一樣，都是採取「極端經驗主義」的立場，主張「貼緊

現象」，作「不增不滅的描述」，認為所有形上學的推測，都應當「置入括弧」，李教授可

以用詮釋現象學研究「倫理療癒」，用「存在論」把握案主對自身遭遇的解釋，但是他想

進一步探索「文化實在」，則必須訴諸於辯證詮釋學。 

  2020 年 8 月，李教授離開待了 20 年的東華大學，轉任政治大學哲學系。在與哲學

系其他教師的區別分工下，李教授定位自己提供的是協助哲學系學生發展對「經驗」進

行思考的能力。據我所知，政大哲學系目前想全力發展的是「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李

教授在發展自己「經驗」研究的長才之餘，是否也該進一步思考：如何以「多重哲學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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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探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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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Level Structure of Consciousness and Its Cultural Mea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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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f. Lee has paid long-term attention to the developmental trend of indigenization movement 

in Taiwanese scientific community of psychology. He intensively analyzed four major strategies 

for seeking cultural subjectivity that had been emerged in this movement previously, and 

classified the vertical model into two approaches: realism and existentialism. As a clinical 

psychologist, he insisted on the approach of existentialism and hermaneatic phenomenology, 

and proposed ‘Ethical healing model in Chinese society’ and ‘Three-level structure of 

consciousness. Both of them are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his field. But, if he follows the same 

approach after he transferred his academic career to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it will be very 

hard for him to understand the cultural subjectivity of Chinese society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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