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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本土心理學」的可能與文化系統觀的多重哲學典範： 

儒釋道的現代化、靈性、正念與平等研究的開展 

 

夏允中* 

 

摘要 

 

   本期的專刊由三位年輕與具有潛力的學者，來提出對華人本土心理學的研究進路的

分析與建議。三位年輕學者的觀點提供了華人本土心理學的發展可能路徑，與重要的靈

性與自性的研究主題。周琬琳是新儒家年輕一代傳人，以其哲學的訓練背景提出了構建

「華人本土心理學」如何可能之路徑辨析與解題，她先提出構建「華人本土心理學」如

何可能的三個重要條件與「華人本土心理學」如何的三個可能，最後提出四個可能的路

徑：中國自古是有心理學前提、如何與西方對話與對接，提出可採用雙重詮釋與過轉理

論、華人文化的主流與會通，應安置朱子理學路徑與陽明心學路徑及儒家思想的中黃光

國對於儒學的現代化創造性詮釋與新中體西用觀的策略。本文接著再提出以儒釋道智慧

的「自性」修養來進行會通與現代化修養心理論建構可能是目前最好的進路，所以建議

要從事華人本土心理學，可採取文化系統觀的多重哲學典範，並建議全盤考慮從理論建

構到應用的四種研究內容與三個步驟：領受作用、想像（再生與創生作用）與產生先驗

形式的知識內容。曾貝露是諮商心理學的背景，她提出所關心的本土靈性心理治療文中

論述了靈性在多元文化諮商中的意義、定位與內涵，多元文化諮商師整合自我的靈性立

論基礎，並提出本土多元文化諮商師應具備靈性核心能力的面向，包含：對本土多元文

化和世界觀的理解、華人文化的發展模式和靈性發展、本土諮商師的靈性自我覺察、不

同類型靈性需求的個案溝通和合作、個案問題的靈性議題評估，與靈性障礙的診斷和治

療。本文認為還要釐清微觀與巨觀的文化觀點，並要清楚靈性的定義與內涵。簡單地說，

微觀文化觀點是一個人就是一個文化，巨觀的文化觀點來看，目前中西兩大文化系統就

是一神文明（亞伯拉罕諸教）及儒釋道智慧；亞伯拉罕諸教的承認與信奉唯一真神（名

曰耶和華、雅威或阿拉）創造萬物，及儒釋道對自性的修練來達到至善、成佛或天人合

一都是靈性定義與內涵；一神與儒釋道文明的心理療癒就是本土靈性心理治療。林之丞

是成人與科學教育的背景，提出佛法中的正念與平等是佛法自性的重要靈性修練內涵，

他首先梳理西方正念研究之省思，提出西方學界較忽略佛家正念之核心，應當用以培養

內省思維，讓個體能夠擺脫以自我為中心的習氣，卻僅止於強調自我身心健康效果。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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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說明西方對於佛法平等觀之現代化研究，發現各方研究者們對於平等觀之定義無法

有所共識，且較無反應出真實完整平等觀之內涵。他提出西方心理學界多以個人主義為

基礎，有向上熔接的謬誤，忽略了平等觀之文化關係面向，從而發展出之量表也較無法

涵蓋平等觀的原來定義。接著本文提出佛法智慧脈絡下的正念與平等內涵：正念的修養

可以達到平等（住）的境界。本文所建議從文化系統觀的角度來看文化、靈性與佛法文

化系統下的正念與平等內涵，可較有清晰與精準的研究和臨床應用的詮釋與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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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的專刊由三位年輕與具有潛力的學者來提出對華人本土心理學的研究進路的

分析與建議。周琬琳是新儒家的傳人，以其哲學的訓練背景提出了構建「華人本土心理

學」如何可能之路徑辨析與解題。接著兩位都論述到了本土心理學的重要內涵：靈性與

佛法中的正念與平等。曾貝露是諮商心理學的背景，她提出所關心的本土靈性心理治療

文中論述了靈性在多元文化諮商中的意義、定位與內涵、整合自我的靈性立論基礎，並

提出本土多元文化諮商應具備靈性核心能力的面向。林之丞是成人與科學教育的背景，

提出佛法中的正念與平等為佛法自性的重要靈性修練內涵。 

  本文除了介紹與評論這三篇文章，也建議要從事華人本土心理學的研究進路上，可

以採取文化系統觀的多重哲學典範，並可以全盤考慮從理論建構到應用的四種研究內容

與三個步驟。在文化與靈性的定義上，本人提出微觀與巨觀的文化觀點，還有靈性的定

義與內涵，如此可以有更清晰的研究與臨床應用的視野。在文化系統觀點下，本人提出

佛法智慧脈絡下的正念與平等內涵；研究者若有較完整的佛法文化系統觀視域，可以有

更清晰與精準的研究與臨床應用的視野。 

 

壹、「華人本土心理學」如何可能與解題：儒釋道的現代化與修養心理學 

 

一、構建「華人本土心理學」如何可能與解題：要了解一神文明及儒釋道智慧的差異

與儒釋道智慧的「自性」會通 

 

    周琬琳（2021）（文後簡稱周氏）提出，如果要構建「華人本土心理學」，要先有三

個可能條件。第一個條件是突破把心理學狹隘地理解為西方心理學，華人本土心理學才

是可能的。她接著提到由於西方學者經常採用西方社會文化的框架來看中國人的心理及

行為特色，將他們誤劃入他們自己認為或應該有的那些假想情境中，對於中國語文與文

化社會背景不甚瞭解而下了完全錯誤的結論。可悲的是，中國心理學家們常常是盲目地

跟從西方學者的錯誤還沾沾自喜。第二個條件是以開放的肯定心態與他者對話，承認自

身文化的缺點，淬鍊優點並展示其內在價值，華人本土心理學才是可能的。第三個條件

是以尊重理性但是不限於狹隘的理性主義，正視傳統華人文化中身心修養，華人本土心

理學才有可能。 

  宗教或傳統智慧是形成文化的重要來源（Shiah, 2020; Shiah et al., 2013），並形成我

們的意義系統（Park, 2010）與世界觀（Janoff-Bulman, 1989; Janoff-Bulman & Frantz, 1997），

進而影響我們的態度、行為與健康（Park, 2007）。所以溯及源頭，就要了解一神文明（亞

伯拉罕諸教）及儒釋道智慧的差異，才可能使三個可能條件更具體實行。亞伯拉罕諸教

的承認與信奉唯一真神（名曰耶和華、雅威或阿拉）創造萬物，和儒釋道對自性的修練

來達到至善、成佛或天人合一，其中最大的中西差異是周氏所提的身心修養。黃光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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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簡稱黃氏）早在 2009 年就在國際期刊提出修養一詞（self-cultivation） （Hwang & 

Chang, 2009），接著我們有系統的分別在國際期刊提出發展以儒釋道文化來建構修養心

理學的內涵（Hwang et al., 2017），與在國內最重要的兩本 TSSCI 期刊提出從本土心理學

到修養心理學（黃光國、夏允中、越建東，2016）、開啟以儒釋道文化的修養諮商心理學

理論與實徵研究（夏允中、黃光國，2019）、生涯諮商與修養的本土化理論（夏允中、劉

淑慧、王智弘、孫頌賢，2018）、在通識教育提出建構以儒釋道文化為基礎的本土通識教

育（夏允中，2018）及主編英文版修養心理學專書（Shiah et al., 2017），共收錄 11 篇含

攝修養概念的研究。修養心理學未來可有非常重要的貢獻，來開創新的研究領域，成為

有特色與重要的學術研究價值與應用。 

    周氏接著提出了很重要的可能的四個路徑，並也給出解題方案：1.中國有沒有心理

學大哉問，表明中國有心理學，並指出中國心理學的特質；2.如何與西方對話與對接，

提出雙重詮釋與過轉理論的重要性；3.華人文化的主流與會通，提出安置朱子理學路徑

與陽明心學路徑；4.儒家思想的現代化與創造性詮釋，黃氏對於儒學的創造性詮釋與新

中體西用觀。其中周氏提到中國思想的三大儒釋道智慧，都注重主體性，而成為「內在

道德性」，即成為道德的主體性。西方哲學較不重主體性，而重客體性，是以知識為中心

而開展的。它有很好的邏輯，有反省知識的知識論，有客觀的、分解的本體論與宇宙論，

它有很好的邏輯思辯與工巧的架構。但這也重要，我們藉由西方較注重科學的哲學來進

行中西會通，進行儒釋道智慧的現代化。黃氏進一步認為科學哲學是西方文明的精華根

源，它代表的是牟宗三所說的「形構之理」；與中華文化相應，在「儒、釋、道」三教合

一的中華文化傳統與根源中，則代表我們文明的「存在之理」。而所謂「社會科學本土化

運動」，就是要用西方的「形構之理」，說清楚東方的「存在之理」，這兩源並用，就成為

了科學進路的「文化系統」的多重哲學典範研究取向，用來解決本土化學術研究的最大

障礙與後患 （夏允中，2020）。此一論點也可以補充說明，除了周氏提出如何與西方對

話與對接，可以採用詮釋方式的反省、雙重詮釋轉換，與「過轉理論」的探尋之外的科

學（現代化）詮釋儒釋道，此一部分會在後面接續說明。同樣的，周氏提出儒家思想的

現代化與創造性詮釋，也可以再考慮採用「文化系統」的多重哲學典範研究取向。 

  華人文化的主流與會通是一個重要又棘手的議題，周氏提出了朱子跟陽明衝突與安

置的必要性，以及和儒、釋、道的會通這兩大重要議題。其中周氏認為，朱子與陽明學

術立場是對立的，但是朱子與陽明同為儒家重要代表人物，特別是宋明儒學。這就表示，

如果要建立以儒家文化系統為主軸的修養心理學，勢必不能是內部衝突，她建議的解決

方式是將儒家從兩個面向來區分：從「儒佛會通」的角度以及從「中西會通」的角度來

談。如果要談「儒佛會通」，當以陽明心學作為會通的基準；談「中西會通」時，朱子的

性理之學更為合適。 

  周氏認為儒釋道會通的契機在於整個儒家思想自古以來都相信有超越人類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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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即天與天道，並且，這種力量能夠與人的心靈通貫，達到「人道天道相貫通」與

「天人合一」的境界。這種敬天敬鬼神的思想，對於後來道教的興盛與佛教傳入中國的

被接受度有所影響。事實上，華人的文化已經是儒釋道的文化的融合（Shiah, 2021），這

是因為儒家在宋朝（960-1279 AD）已經融合了儒釋道化（Wu, 2017）。一個具體與可行

的會通契機可以「自性」為中心或起點來詮釋儒釋道的會通。「自性」這一詞是來自漢傳

佛教的第一部經典壇經，它記載了這一個故事，六祖禪宗惠能，看出了五祖禪宗弘忍給

他的暗示，半夜依約來到五祖禪宗的房間，五祖禪宗特別為他開示《金剛經》，當念到：

「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六祖禪宗完全與徹底的自性覺醒，並說出這五句話，來說明什

麼是自性： 

何期自性本自清淨 

何期自性本不生滅 

何期自性本自具足 

何期自性本無動搖 

何期自性能生萬法 

 

    黃氏以婆羅浮屠佛塔想像成三度空間曼陀羅，提出了立體自性的動力模型（Hwang, 

2019b），此模型有兩個金字塔（圖一）。此動力模型是存在各個文化之中，每個文化都是

希望朝向自性覺醒的，但各個文化有對自性不同的定義。上層的金字塔代表個人朝向自

性的覺醒的歷程，下層的金字塔代表個人的集體潛意識來影響個人，所有個人的經驗，

從一出生開始都儲存在個人的集體潛意識。集體潛意識有兩種，第一種是個人所屬文化

中的集體潛意識，儲存了從最早的祖先們的生活智慧與資訊，我們一般都透過與重要他

人及文化智慧，直接或間接的互動過程來學習到集體潛意識；一般而言，我們的文化遺

產中儲存了集體潛意識，其中重要他人的智慧也是來自集體潛意識。本人補充了第二種

集體潛意識是來自佛法的說法（Shiah, 2020），因為有佛法自性本空的人性觀，自我之所

以能夠存在，完全都是站在依賴其他事物的角度而存在的，那麼自我是如何來的？經過

邏輯合理的推論後，我們的自我有可能是前世來的，因此過去前世的思想與生活智慧（包

含個人的業惑），還會繼續儲存在個人的集體潛意識。自性的動力模型提出，所有的文化

存在著朝向自性覺醒的終極圓滿的理想人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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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自性的動力模型（Shiah, 2020），改編自黃光國（Hwang, 2019b） 

 

 

 

 

 

 

 

 

 

 

 

 

 

二、儒釋道的現代化：科學進路文化系統觀，多重哲學典範與研究四部曲 

 

  其中周氏提出如何與西方對話與對接，說明了黃氏的「中體西用」注重儒家思想的

精髓「良知」，及「人情與面子理論模型」實例，並建議提出雙重詮釋與過轉理論的重要

性，這是儒釋道的現代化非常重要的一步，這也是我們儒釋道智慧可以解決人類四大問

題（Walsh & Middleton, 1984）的最大貢獻：我是誰？我的人生處境是什麼？我為什麼會

受苦？我如何得到救贖與解救？ 

  儒釋道的現代化可以採取黃氏在過去三十多年所發展科學進路：文化系統觀的多重

哲學典範（Hwang, 2019a），是要將華人文化傳統建構成西方學術標準的客觀知識，用來

建構華人自主的社會科學（Hwang, 2019a）。本人認為此模式已經是非常成熟具可行了，

所謂科學進路的「文化系統」的研究取向，包含了「多重哲學典範」（夏允中，2020）：

建構實在論、結構主義和批判實在論。其中建構實在論區分「科學微世界」和「生活世

界」；心理學的「結構主義」討論「人」獲得「知識」的途徑；批判實在論則在討論如何

建構「含攝文化之理論」；其中分析文化的知識論策略，要以「人」或「結構主義」做為

中心。 

尤其是「中西會通」的議題上，我們所建構的理論必須能夠說明中國和西方這兩個

文化系統的根本差異。黃氏的策略最主要可避免產生片面式或只單看某幾個變項式的研

究。這個策略要先完整的分析各個文化系統的原貌，然後以此為依據來引導進行文化如

何影響自我的研究。「文化系統觀的多重哲學典範」可以有以下四種涵蓋理論與應用的

集體潛意識： 

1.文化智慧 

2.業惑 

朝向自性的覺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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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研究（夏允中，2020），本人稱之為「四部曲」。這是因為這是一首完整學術可以

有的曲目，建議學者在從事研究時，可以涵蓋這四種研究：1.先建儒釋道系列理論：形

式性（universal）的（硬核）理論，以儒釋道思想做主體，並吸納西洋社會科學的菁華，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重塑華人的學術傳統，將具有「普遍性」的儒釋道文化遺產，

建構成形式性的理論，適用全人類（普世性）的理論。2.可以自性、天與鬼神與關係論

來建構實質性（substantial）的系列（硬核）理論。其中理論建構有三個步驟，第一是領

受作用，要先了解與分析文化智慧的深層結構；第二是想像理論結構，為再生與創生作

用，並能用科學微世界的語言詮釋，也就是學術的語言，來撰寫產生先於經驗形式的知

識內容，並使用再認作用與先驗的統覺（思考與思維），來確認理論。3.如此來引領各種

片面性與分析式的實徵研究，支持理論的論點。例如前面所述立體自性的動力模型，就

是形式性的理論，可以用來分析各種文化，建構實質性的系列（硬核）理論。例如目前

我們團隊，嘗試以文化系統觀，並以自我曼陀羅模型，來分析華人的儒釋道文化，分別

提出了儒家三層次修養之自我曼陀羅模型（夏允中、張峻嘉，2018）、佛家三層次修養曼

陀羅模型（夏允中、張蘭石、張峻嘉、陳泰璿，2018）及以易經為基礎的內在朝向式多

層次立體自我曼陀羅模型（徐進、林俊德、張靈聰、夏允中，2019）。後續的研究者可以

此為理論硬核（hard core），再建構衍生或修改理論，來進行下一步的實徵研究。4.發展

並擴展應用層面與出版相關書籍。 

儒釋道的現代化有三個困難點要克服：第一是對西方科學哲學的了解，二是系統性

的了解中西文化的差異，三是系統性的了解儒釋道的原貌與內容。還好這三個困難點，

目前都已經有相關齊全的發表了，後續的人只要願意花時間學習，就可以克服這些困難。 

 

貳、本土靈性心理治療的開展：兼論文化與靈性 

 

一、本土多元文化諮商的靈性視野：一神與儒釋道文明的心理療癒 

 

   曾貝露（2021）（文後簡稱曾氏）認為我們的多元文化背景，不僅擁有各自其所屬群

體的文化特殊性，同時也在多元文化交流之下，建構成共同的文化整體性。如同曾氏所

提的靈性正是文化的要項之一，就如同前面所敘述的宗教或傳統智慧是形成文化的重要

來源，諮商員不能忽略個案的靈性對生命的影響及重要性，探討個案的信仰或靈性，也

許能助其重新定位生命意義。 

曾氏接著說明靈性在多元文化諮商中的定位與內涵，多元文化定義為包含種族、民

族、文化遺產多樣、社會經濟狀況、年齡、性別、性取向和宗教和靈性信仰等等。她所

採取的靈性定義是體驗自我超越和對神聖卓越意識的普遍人類能力，從而推動更大的自

我和他人的慈悲與愛的增長；很明顯的這是受西方一神文明下影響的定義。曾氏說明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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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主流心理學晚期對靈性提出的觀點，涵蓋自我超越、身心靈整合、自由意志；而華人

靈性觀重視安身立命、自我修養、捨我利他。本土多元文化諮商，逐漸重視靈性對人心

理健康的影響，她主要也引用了五篇陳秉華團隊的本土基督教靈性心理治療研究成果，

來說明諮商學術界對於多元文化諮商工作者，如何面對自身的靈性經驗、如何體驗生活

中的靈性、如何融入靈性於諮商教育實務中，對於本土靈性心理治療的開展有很重要的

呼籲。 

曾氏提到治療者需要更多地了解當事人的靈性生活，許多傳統的諮商理論沒有完全

涵蓋多元文化的各個面向，大多數前來心理治療服務的個案都有宗教或靈性信仰基礎，

許多尋求心理治療的個人，會希望將他們的靈性或世界觀融入他們追求心理健康的心理

治療當中，所以心理治療專業人員除了多元文化能力之外，還需要面對自己靈性能力的

發展問題，因為在心理治療中探討靈性需求，對個案的幸福感有實質益處。 

一神與儒釋道文明的心理療癒就是本土靈性心理治療，這是在整合心理治療學派中

的靈性基礎。其中儒釋道文明部分，黃氏最早於 2009 年提出心理治療在儒釋道文化下

為個案進行服務時，要特別注意文化敏感性，要將儒釋道智慧應用在心理治療的必要性

（Hwang & Chang, 2009）。曾氏提出可以在既有的多元文化心理治療論述和實徵研究的

基礎上，進一步發展本土多元文化諮商理論，藉由中西會通後的創新思維，發展出嶄新

與現代化的華人本土多元文化治療策略，並持續東西方靈性心理科學界交流與對話。例

如目前本土化的佛法心理治療理論有夏允中（2020a）在佛法無我智慧的基礎上，所發展

出來的自性覺醒心理治療理論與歷程。王明雯（2020）提出以禪宗心性觀的智慧為基礎

來建立自性認同、實踐自性潛能等自我修養方式，可應用於增進特教生的心理健康。儒

家自性覺醒修養心理治療模式（夏允中，2020b）與以易經智慧所發展的德行存在生涯諮

商模式（Liu et al., 2016）。還有儒家關係主義文化下悲傷療癒理論（李秉倫、黃光國、

夏允中，2015）：儒家關係主義和諧哀傷療癒理論，以及儒釋道喪禮儀式的悲傷療癒歷程

模式（鍾文佳、郭怡芬、夏允中，2019），這兩個治療理論皆提及在協助悲傷失落的當事

人時，陪伴其找到與儒釋道文化的「天鬼神」、「往生者」關係間的和諧平衡，是促進悲

傷調節的重要因素。第一本華人本土的心理治療理論與技術的英文專書，由全世界最大

學術出版社 Springer 於 2021 年出版，書名為 The Foundations of Chinese Psychotherapies: 

Towards Self-Enlightenment（Shiah, 2021），為朝向自性覺醒的心理治療，最主要的貢獻

為在國際學術社群與實務界，將華人的智慧轉換為心理治療理論與應用。書中有七個主

要特色：（1）說明儒釋道的心理治療與西方心理治療的不同；（2）除了心理治療的用途

之外，還可以應用在另外 13 個用途，如道德教育／修養、如何更快樂、進階的正念與

靜坐練習、促進世界和平、了解關係的真相、克服死亡焦慮、壓力的因應、獲得高峰與

神祕經驗、潛能開發等等；（3）提供可用在任何一種文化智慧的心理治療普遍模型；（4）

儒家智慧的心理治療理論與技術；（5）道家智慧的心理治療理論與技術；（6）佛家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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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理治療理論與技術；（7）說明其他 10 個中西的著名心理治療學派，也採用儒釋道

智慧中「自性覺醒」概念，如：Rational Emotive Behavioral Therapy, Gestalt Therapy, 

Dialectical Behavior Therapy, 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 等。 

  

二、文化與靈性：微觀與巨觀的文化觀點及靈性的定義與內涵 

 

曾氏論述西方心理學派的靈性觀點，提到了存在主義、阿德勒個體心理學、人本主

義心理學與榮格的分析心理學派。其中要提別注意的是，這是榮格受到中華文化中道教

《太乙金華宗旨》、《慧命經》、《易經》，藏傳佛教的《中陰聞教救度大法》及禪宗等文化

智慧影響下，才提出 Self（自性）的集體潛意識概念，所以他的靈性觀點已經不是西方

的，再者西方的定義是什麼？曾氏提出多元文化諮商師整合自我的靈性立論基礎，並提

出本土多元文化諮商應具備靈性核心能力的面向，包含：（1）本土多元文化和世界觀的

理解；（2）華人文化的發展模式和靈性發展；（3）本土諮商師的靈性自我覺察；（4）不

同類型靈性需求的個案溝通和合作；（5）個案問題的靈性議題評估；（6）靈性障礙的診

斷和治療。然而，中西靈性的差異是什麼？ 

因此本文認為還要釐清文化觀點、靈性的定義與內涵，可能不要用單純的西方人或

東方人來看，而是要看他或她是受那種文化的影響。本文認為要釐清微觀與巨觀的文化

觀點，還有靈性的定義與內涵，如此可以有更清晰的研究與臨床應用的視野。簡單地說，

微觀文化觀點是一個人就是一個文化，巨觀的中西文化觀點來看，目前有兩大文化系統

就是一神文明及儒釋道智慧。從巨觀的角度來看，通常微觀文化是受到巨觀文化的影響，

所以能分析與了解巨觀文化就格外重要。 

從西方一神教的角度來看，靈性是指個人與主觀的宗教經驗，靈性常等同於靈性經

驗，靈性經驗常被定義是感覺與神（造物者）相連的或親近神（Shiah et al., 2015; Shiah 

et al., 2013）。我們的儒釋道智慧文化形成一個與西方一神文明不同的靈性與世界觀，最

大的差別是沒有造物者，例如在 Janoff-Bulman（1989）研究所提出的西方一神文化影響

之下，最被廣為使用的八個世界觀向度：冷漠世界中的仁慈（benevolence of the impersonal 

world）、人們是仁慈的（benevolence of people）、隨機（randomness）、公平正義（justice）、

控制感（controllability）、自我價值（self-worth）、自我控制（self-control）和運氣（luck）

等。不難看出這些世界觀跟西方一神文明有很大的關係，例如：一神是仁慈的，祂也希

望人要仁慈的；在一神的世界裡都是公平正義與有安排的（控制）；強調個體的自我價值

等等。簡單的說，西方的一神的絕對無上存在，個人是唯一真神所創造與主宰的萬物之

一，與一神相連、親近一神及遵照神的教義，是人們終生努力與學習的終極目標。 

而儒釋道的內涵與實踐強調自我修養，這樣的自我的修養就是要達到自性的覺醒，

其中自性指的是我們原來的本性，例如儒家修養到至善（夏允中、張峻嘉，2017）、佛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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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修養到無我（Hwang & Chang, 2009; Shiah, 2016）與道家的修養到天人合一（徐進、

林俊德、張靈聰、夏允中，2019）。其中以文化系統觀的角度來看，亞伯拉罕諸教的承認

與信奉唯一真神及儒釋道對自性的修練來達到至善、成佛或天人合一，分別就是中西靈

性定義與深層內涵結構。這樣所衍生的世界觀或是意義系統是很明顯不一樣的，例如《易

經 序卦傳》：「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

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儀有所錯」。

「個體」者，僅謂其有生命，而不論其反思、行動之功能。如「人」即「人類」中之個

體，有此生命，然後能施為禮儀，與社會相連結，藉由修養禮義來達到至聖或天人合一

的境界。因為易經是儒家的道德形上學基礎（Hwang, 2014）或世界觀的來源，因此「男

／女」在儒家文化中，亦施為者之基礎，有天道陰陽之道，而後有男女，男女構精，而

生萬物，然後夫婦、父子、君臣之道立，而後禮義為之行，實踐禮義就實踐天道，趨向

天道（天人合一）與至善，很明顯地與一神文明形成了很不同的靈性與世界觀。 

    

參、本土化的正念與平等研究進路：兼論佛法智慧脈絡下的正念與平等內涵 

 

一、本土化的正念與平等研究進路：分析二元論的「文化形態學」來分析佛法文化系

統 

 

  林之丞（2021）是年輕的學者（文後簡稱林氏），文中一開始說明為何投入本土心理

學研究，因為有修習文化系統觀的多重哲學典範的背景，他很重要的提到了參考 Archer

（1988, 1995）所主張的「分析二元論」（analytic dualism）：從事文化分析的時候，必須

要能區分「文化系統」（cultural system）和「社會－文化的交互作用」（social-cultural 

interaction）。前者是「由曾經存在之知識菁英的全集所構成的」，它可以讓我們看到「文

化形態學」（morphostasis）；後者則是後來的學者在某些社會條件下對「文化系統」的詮

釋，它只能說是「文化衍生學」（morphogenesis），Acher 的分析二元論堅持：「文化型態

學」的研究應當先於「文化衍生學」，再因為如果「一個研究主題，各自表述」，其實只

是在探討「此研究主題」的「文化衍生學」，所以會眾說紛紜，導致莫衷一是，這怎麼可

能掌握「此一研究主題」的文化型態學呢？並落入向上熔接的謬誤（fallacy of upwards 

conflation）。反之當研究者過於重視文化系統之結構，而忽略社會－文化互動層面，漠

視行動者的自主性，可能產生向下熔接的謬誤（fallacy of downwards conflation），所以他

的研究進路係先分析文化系統層面的經典文本，再接續進行社會－文化互動的實徵研究。 

 

二、對於西方正念與平等研究之省思與相關研究：開啟更多的重要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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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氏首先梳理西方正念研究之省思，提出西方學界較忽略佛家正念之核心，應當

用以培養內省思維，讓個體能夠擺脫以自我為中心的習氣，卻僅止於強調自我身心健

康效果。他跟本人有一篇發表在本土心理學研究（林之丞、夏允中，2019）是以「文

化形態學」方式來分析三教經典後，提出儒道釋的靜坐實則為修養「靜」的境界，此

境界包含個體對於「靜」的智慧體認與實踐。接著林氏以社會－文化互動面相來建構

靜覺構念，並進行兩個相關研究來支持靜覺的構念。 

    林氏接著說明西方對於之現代化研究，發現各方研究者們對於平等觀之定義無法

有所共識，且並無反應出真實完整平等觀之內涵。他提出西方心理學界多以個人主義

為基礎，也就是用自己的文化來解讀佛法平等觀，有向上熔接的謬誤，忽略了平等觀

之文化關係面向，從而發展出之量表也各自比較有欠缺。 

  但比較可惜的是有兩個大問題還沒有說明：第一是還並沒有交代正念與平等關

係。如果正念與平等關係要交代，可能可以先交代佛法系統觀下的正念與平等關係，

因為此一部分在佛法系統觀下有比較詳細的敘述。第二就是也要交代佛法系統觀下的

正念與平等的內涵。以下本文接著回答這兩個問題。 

 

三、佛法智慧脈絡下的正念與平等內涵：正念的修養可以達到平等（住）的境界 

 

    狹義及嚴格的標準而言，「正念」屬於「八聖道」（Ārya aṣṭāṅga mārgaḥ）的其中一

支，既然稱為「聖道」，就表示只有佛教的「聖者」才可能具備此念。但這並非是本文所

討論的重點。單就廣義而言，正是正確的，念包含專注、能記憶與反思，所以正念的白

話意思是正確的專注，並能正確的記憶與反思。整套佛法也都非常重視正念，那整套的

佛法智慧脈絡會是什麼？梳理含攝佛法智慧脈絡下的修練，佛教修養之道的「從世俗自

我到成佛的歷程」便是根源於佛教文化系統中的「道次第」思想。佛教一開始便有阿毘

達磨學說，分析了修行方法、過程與成果；早在各部派的佛傳中，就已將成佛過程分階

位來進行解說，例如《修行本起經》《太子瑞應本起經》《過去現在因果經》《佛本行集經》

等佛傳中有提到「十地」；梵文《大事》（Mahāvastu-avadāna, i:76）則標出了自我修養之

道的「十地」階位名稱，所以華嚴類的《十地經》（Daśabhūmika）淵源甚古。在強調「性

空」的般若類經中，「十住」這種道次第本身的常住性較不被強調；但華嚴類經卻深入刻

畫重重開展的「道次第」本身，賦予其實在性，把般若類經中隱含的道次第明確化而說

為十住（daśa-vihāra）、十行（daśa-caryā）、十迴向（daśa-pariṇāma）、十地（daśa-bhūmi）

等。龍樹（Nāgārjuna）依據「無我」思想而開創中觀派學說，著作《中觀理聚六論》；相

傳彌勒（Maitreya）則著作了具「道次第」思想的《現觀莊嚴論》。阿底峽（Atiśa , 980-

1054）整合了《中觀理聚六論》及《現觀莊嚴論》之理論，作《菩提道炬論》（或譯：菩

提道燈論），明確提出「三士道」之說；宗喀巴（1357-1419）依照《菩提道燈論》為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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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而作《菩提道次第廣論》（以下簡稱廣論）等諸多「道次第學說」，形成一套高度體系

化且影響深遠的系列理論。所以廣論可呈現出法智慧脈絡下的次第修練。因此我們團隊

以文化系統觀的多重哲學典範分析廣論而提出的「三士道自我曼陀羅模型」之修練成佛

途徑（圖二）（夏允中、張蘭石、張峻嘉、陳泰璿，2018），包含三個層次：下士或共下

士道、中士或共中士道、上士道，來說明佛家如何修養至佛與菩薩的原貌。 

    圖二所示，第一步驟是「聽聞軌理」，主要是認知自我之不足。如同病者，自知病痛，

方能尋醫問藥。 第二步驟是「依師軌理」。宗喀巴云：「諸功德本謂恩師，如理依止是道

基，善了知已多策勵，恭敬親近祈加持（釋法尊譯《功德本頌》）」。在佛教文化體系中，

極重視依師之法，視彼為一切功德之根源。故提出：「捨命唯令師喜」的概念。《廣論》

云：「當如志力稀有常啼佛子，及求知識不知厭足善財童子（頁 41）」。 

依師軌理雖然至關重要，但有兩點必須注意。第一、所依止的師長，必須具備下列

十種條件。《廣論》引述《莊嚴經論》（彌勒菩薩）云：「知識調伏靜近靜，德增具勤教富

饒，善達實性具巧說，悲體離厭應依止。是說學人，須依成就十法知識（頁 24）」。第二、

學者亦須具有能辨真偽之智慧。宗喀巴慎重提醒：「故究竟者，須以無垢正理而辯……經

云：比丘或智者，當善觀我語，如鍊截磨金，信受非唯敬（《辨了不了義善說藏論》）」。

上圖將「依師軌理」以一線區隔，並分二色。即表示此法於下、中、上三士道修養時的

不同份量。淺色表示比重較輕；深色表示比重更重。對於不同層次的修養者，其所須達

到的程度亦不同。 

第三個步驟，是思惟「暇滿」。宗喀巴云：「偶一得此暇滿身，知極難得具大義，遍

諸晝夜恆無間，生取堅心願加持（《功德本頌》）」。首先透過思考「八暇、十圓滿」，而認

識「自我」、「個體」及「人」的珍貴價值，知其可貴，方能善加利用。第四個步驟，即

是修持「下士道」。並依序修持其中的「無常、三惡趣苦、皈依、業果」等四個細則智慧。

對於「下士夫」而言，「此道」稱為「下士道」；對於「中、上士夫」而言，此道即是「共

下士道」。繼前思考暇滿之後，依據「三根本、九因相」（《廣論》頁 74-85）思考死亡，

了解死後墮入惡趣之可能性。基於離苦得樂的本能，尋求解決之法，認知佛法智慧能夠

依靠。然而依靠之法，是遵循其所示的法則—「業果之理」，知善知惡，為善去惡。當修

養者能盡己之力，存善去惡以度諸晝夜時，即到達了「下士道的自我曼陀羅模型」之階

段。 

第五個步驟，即是修持「中士道」。並依照其中步驟，依次修養。如宗喀巴云：「受

用無厭眾苦門，不可保信三有樂，見過患已當希求，解脫妙樂願加持。（釋法尊譯《功德

本頌》）」圖中將「苦集二諦」、「十二緣起」排列在一起，是說明修養者可透過思維此二

者其中一種，或者綜合思考，而發起出離心，進而修持戒定慧。修養者首先應思考：無

論生於何處，皆有生老病死、愛別離、怨憎會等有漏諸苦，繼而發覺痛苦之因源自於破

壞性負面情緒，或者負面思想—「我執」；及因此所產生的行為。並覺察此情緒思想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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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能夠被改變及消滅。因此迫切想要遠離此痛苦，及產生此痛苦之因；進而依照戒定慧

之次第而後滅除「我執」。當滅除我執之時，無論身在何處，皆是獲得解脫。 

 

圖二 

「三士道自我曼陀羅模型」之修練成佛途徑（夏允中、張蘭石、張峻嘉、陳泰璿，

2018） 

 

 

 

 

 

 

 

 

 

 

 

 

 

 

第六個步驟，即是依照「上士道」步驟修養。圖二並列的「七因果」與「自他相換」，

是兩種啟發菩提心的方法（《廣論》，頁 201）。主要是透過思考眾人對自身之恩德，漸次

放下自我中心之思想，並為了利他而欲求佛果。「七因果」的第七支，即是「發菩提心」。

此處之所以將「菩提心」另列一格，是為了明確表示：修持「七因果」及「自他相換」，

是發起菩提心之方式。當修養者能夠在「共中士道」的基礎上，發起七因果當中的「增

上意樂」時，便進入「上士道的自我曼陀羅模型」階段。接著須學著持受菩薩戒，實踐

六度、四攝。當修養到達究竟階段，即是「佛果」。 

就狹義的正念而言，只限於佛教文化體系中的「聖人」，而廣義的正念則是為了獲得

「止」而入道，達到｢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可以入道。｣《傳燈錄‧卷三》

（共）下士道 

三惡趣苦 皈依 業果 暇滿 無常 

依師 

軌理 

 

/（共）中士道 

苦集二諦 

十二緣起 
戒定慧 出離心 

/（共）上士道 

六度、四攝 
七因果 

自他相換 
菩提心 

聽聞 

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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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說的境界。也為了能夠獲得觀的智慧。接著進入非常重要的第六步驟。佛教文化的修

養當中，止的靜坐，是為了把洞徹自性（也稱為本來面目）。其實，若能達到四禪當中，

初禪的境界，外相看去，就像是幾近沒有煩惱的狀態。若能生起輕利安適的喜樂感受，

便能得到平穩之心。所以正念的修養可以進入平等的境界，也是進入空證見的重要修練，

這就是以佛法脈絡來考量的正念與平等的內涵。 

    其中九種（層次）住心（止的定力）：此部分最主要是從廣論擷取，九種（層次）住

心（定力）說明完後，接著說明九住心內還有含六種智慧技術（六力）。第一層次，「內

住」：一般人，一向是心向外散；如雞犬牛的放失而不知歸家一樣。修止呼吸，就是要收

攝此外散的心，使心住到內心所緣上來，不讓他向外跑。我們一開始修止都屬於內住的

狀態。內住的象徵是我們會發現自己有許多的妄念。一般，如果沒有刻意去注意，我們

就不會發現自己的妄念是這麼繁多、這麼恐怖。一旦我們去修止，去緣（專注）所緣境

（呼吸）的時候，就會察覺自己的心很容易隨掉舉（升起慾望而使自我上下浮動，如想

到欲望的滿足就快樂，想到慾望還沒有滿足就難過）和散亂（如同前面所述的妄想紛飛，

沒有明確對象，想東想西，念頭分散造成疲於奔命）而轉移焦點，無法安住在呼吸上。

正是因為我們修內住的緣故，心的掉舉和散亂才能被我們察覺到。可以用數息或觀呼吸，

能專心與專注力在呼吸上，那怕一秒鐘也可以。 

第二層次，「續住」：起初攝心時，心是粗（強烈）動不息的，如馬的騰躍一樣，不

肯就範。修習久了，動心也多少息下來了，才能心住內境，相續而住，不再流散了。因

為內住時發覺掉舉和散亂非常強烈，所以就會想辦法把因掉舉和散亂而流散的心一再地

抓回來，讓它專注在原來的所緣境上。一直如此練習，慢慢地，心安住在所緣境上的時

間就會變得長久，不會馬上流失，此時叫做續住。續住的象徵是會有一種獲得歇息的感

受。稍微可以延續專心，沒有散亂了修習了一段時間之後，心住於所緣境（的東西事物 

如：呼吸）的時間略能延長（1-5 分鐘）。 

  第三層次，「安（返回）住」：但修習到這，能做到妄念一起，心一外散，就立即覺

了，馬上讓心（自性）回來，攝心還住於所緣（的東西事物 如：呼吸）中。到這階段，

心才可說安定了，比較能夠專注，跑掉都可以拉回來，一切沒有關係都要切除。安住心

如同在衣服上打補丁，在持續安住所緣境的基礎上，當心散亂離開所緣境時，能立即了

知，然後重新修補，安住於所緣境，故稱「安住心」。於續住心時，心於所緣境上安住的

時間要比內住心時長久，但散亂發生時，還是無法馬上察覺到；在安住心時，則能馬上

察覺到散亂的發生。基本上，在安住心時，心都能緣在所緣境上，只是心偶爾會隨散亂

突然流散出去，這時會以正念、正知把心抓回來。這就好像在一大群羊中，突然有兩三

隻羊跑離了羊群，牧羊人會馬上把跑散的羊抓回來一樣。與前兩個階段相比，這一階段

中的散亂時間較短，並能生起強有力的正念（正確的專注）。一般人都沒有問題可以達

到，最好要能達到 5-10 分鐘以上的專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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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層次，「近（越來越好）住」：這時功夫更進了！已能做到不起妄念（不散心），

不向外散失。因為妄念將起，就能預先覺知，先為制伏。這樣，心能安定住於所緣（的

東西事物 如：呼吸），不會遠散出去，所以叫近住。在近住心時，心幾乎不會往外散亂，

也就是說，不管在緣什麼，幾乎都可以安住在所緣境上。這時候，止住力比較堅定。透

過正（正確的方法與智慧）念（記憶智慧或專注）力記得，意識知道在做甚麼，很散的

心可以馬上收回來。將思想固定在某個對象上，專注的觀察它，就稱為念。以正確的方

式來修習念，被稱為正念。這一階段能生起強有力的正念，安住於所緣境。由於從此所

緣境不再喪失，所以要勝過前面三個階段，至少要達到 15 分鐘以上的專注。 

    第五層次，「調伏」：可以調伏色聲香味觸等五欲；貪心、憤怒、厭惡、侵略他人與

了解真正的智慧這是能使心流散的。以靜而制伏升起（念頭）煩惱，會產生平靜、舒暢

與滿足感。在調伏心（欲與非理作意）時，心安住在所緣境上的止住力量非常強大，內

心很容易往內收攝，不太容易往外流失。此時可能會產生心的沉沒，要生起強烈的正知、

正念對治。現在心已安住了，深知定的好處（或稱功德），也就能了知「欲與非理作意」

的過失。所以以靜制欲，內心柔和調順，不會因這些相的誘惑而散亂。念（專注）正知

的力量來看到功德（對的意念、動機、注意、認知、情緒與行為好處）。此時，若每天或

經常沒做正念時會不舒服，這是本理論建議個案應該至少要達到的境界。 

  第六層次，「寂靜」；內心的貪欲，討厭與仇視別人，惛沈睡眠，心散亂，能以內心

的安定力量（功德）而克制他，免受他的擾亂。以靜而制伏升起（念頭）煩惱，到這，

內心是寂靜了。寂靜，如中夜的寂無聲息一樣。調伏了的沉沒之後，寂靜心時，就不會

再產生沉沒。然而又會產生細微的掉舉，亦即心雖然是安住在所緣境上，沒有往外流失，

但好像會有點動搖的感覺，心的安住力不太穩定。此時要以強烈的正知來對治掉舉。此

時產生喜歡此種自性覺醒的修練方法，可以知道與感受他不做的壞處與不修持的壞處，

心一散就感覺不舒服，本理論建議治療者應該至少要達到的境界。 

  第七層次，「最極寂靜」：第六層的寂靜，還是以靜而制伏意念升起煩惱，現在要能

進步到：等一升起意念，就立即除遣，立刻除滅。前四住心，是安住所緣（專注）的過

程。但修止成定，主要是為了離欲，所以定力一強，從五到七，就是降伏煩惱的過程。

心靜而又淨，這才是正定。此時，雖然沉、掉已經不會再生起，但還是要生起作意，即

需要用正知、正念來做觀察，看看自己的心有沒有隨沉、掉而轉。但心情還是會高高低

低，腦袋還是會有一點鈍（專心不夠）沉。最重要的是，達到此層次會不想要間斷這種

最極寂靜的感覺。 

  第八層次，「專注一趣」：趣指的是已經是行動歸向，心已安住，不受內外不良因素

所動亂（沒有微細心的浮動），但還要專心去產生。一開始要緣所緣境時，行者需要刻意

地去想：「我要緣（專注）這個所緣境。」一旦安住在這個善的所緣上後，就不需要再去

想「有沒有被沉、掉所轉」。也就是說，在還未進入狀況之前，需要去觀察；在進入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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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就不需要刻意地做觀察了，可以放心隨境而住，這叫專注一趣。努力使心能專注

於同一，能不斷的，自然而然的相續而住。這時候每一天至少要打坐八小時或者十二個

小時，甚至更久都是可以的。常常打坐一直安住，長時期精進不懈怠的安住靜坐，一坐

下就完全無妄想，坐到起座或開靜時，也能完全不起妄想，一點雜念也沒有了。 

  第九層次，「平等住」（心就平了）：這是專注一趣的更進步，功夫純熟，想要多久就

多久，不用刻意就可以，無散亂的相續而住。修習止而到達這一階段，就是要得定了。

此時，內心只要一想到要緣什麼，就能很自然專注地緣住這個善所緣，而且想住多久就

能夠住多久，不需要採用任何的對治。 

  九住心的教導又內含六種智慧技術如下：九住心是未生起禪定（或稱奢摩他）前的

過程，由六力來成辦。六力是：一、聽聞力（吸收佛法）；二、思惟力（用佛法來思維）；

三、憶念力（記憶與反思佛法）；四、正知力（了解造成煩惱的原因、消除煩惱的原因與

修練的步驟內容與技術）；五、精進力（耐力與不懈怠，養成自性覺醒的修養與生活習

慣）；六、串習力（長期堅持連續執行自性覺醒的修養與生活習慣的力量）。由聽聞力來

成辦第一內住心；由思惟力成辦第二續住心；由憶念力來成辦第三安住心和第四近住心；

由正知力來成辦第五調伏心和第六寂靜心；由精進力成辦第七最極寂靜和第八專注一趣；

由串習力來成辦第九等住心。 

  再來看佛法中的平等的意涵，修了平等心，再來修練啟發慈悲心：即從自己的立場

以平等心看待一切有情。我們往往對某些人生瞋、對某些人生貪，內心其實並不平等。

一般而言，我們還會因對方的外表美醜、胖瘦、種族、信仰、財富、穿著、身分地位、

學歷、性取向、作奸犯科等等有不平等的對待。佛法中有特別提到平等的修練法，雖然

在廣論中是安排在上士道，但就實際修行上，在下士道與中士道也是可以修的。此法共

有四種方法修練（夏允中，2020a）： 

  第一種方法是「思惟自他平等」：思維我們對所謂的「我」常常都十分珍視、愛護，

但對別人則不然，這是自他不平等所導致。然而，從道理上講，自他兩者並沒有這麼大

的差別，應該要努力思惟並行動︰自他雙方都想要快樂、不要痛苦，二者平等。 

  第二種方法是「由眾角度思惟愛我執過患」：我們不想要的所有麻煩都是由愛我執

產生的。同樣的，現在所患的很多病，敵人的威脅、諍訟、官家法令的懲罰等，也都是

因為貪愛口腹之欲等，以及放不下對衣、食（性）、名三者的貪著。大到國與國之間的戰

爭，小到市井小民的不和，這一切都是愛我執招來的。例如有人被毒藥毒死、或是飲食

不當而死，這也是因為有愛我執而亂吃東西所致，但真正致命的是愛我執而非毒藥。 

  第三種方法是「由眾多角度思惟愛他執利益」：例如最初佛陀也是與我們一樣在輪

迴中流轉，因發起愛他執，才斷盡一切過失、圓滿一切功德。因為愛惜其他有情的生命、

斷除殺生，不殺生的善果。 

  第四種方法「正修自他相換」：將以前因愛我執而拋棄他人的心顛倒過來，也就是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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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我執轉移到別人身上，名為「相換」。例如思維「以前如何珍愛自己，今後就如何珍愛

他人」，以這樣的方式來修心，等修習純熟之後，便能做到自他相換；就像從此山轉移到

對面的山上，而對對面的山升起「此山」的感覺。此法也可以使用完形治療法中的空椅

法來練習。 

  所以可以很明顯地看出，目前中西心理學學術界所提出的正念與佛法智慧脈絡下的

正念與平等內涵，有很多需要再思考與可以增加的討論，這也是非常重要的研究主題，

可以帶來更多與更大的學術與臨床實務貢獻。 

 

肆、結論 

 

    本期的專刊由三位年輕與具有潛力的學者，來提出對華人本土心理學的研究進路的

分析與建議。周氏提出了構建「華人本土心理學」如何可能之路徑辨析與解題，曾氏與

林氏接著提出本土靈性心理治療與佛法中的正念與平等研究進路。三位年輕學者的觀點

提供了華人本土心理學的發展可能路經，與重要的靈性與自性的研究主題。本文呼應周

氏的論點，再提出儒釋道智慧的「自性」會通與現代化理論建構是目前最好的進路，本

文建議要從事華人本土心理學，可以採取文化系統觀的多重哲學典範，並可以全盤考慮

從理論建構到應用的四種研究內容與三個步驟。除了曾氏的靈性與文化論述之外，本文

建議要釐清微觀與巨觀的文化觀點、靈性的定義與內涵，其中一神與儒釋道文明的心理

療癒就是本土靈性心理治療。林氏所論述的正念與平等，建議要以文化系統觀來梳理佛

法智慧脈絡下的正念與平等內涵。本文所建議從文化系統觀的角度來看文化、靈性與佛

法文化系統下的正念與平等內涵，可較有清晰與精準的研究和臨床應用的詮釋與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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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pecial issue includes three young and potential scholars to offer the future directions of 

research for Chinese indigenous psychology, providing the possibilities for future research 

along with the important topics of spirituality and self-nature. Wan-Ling Chou is the new 

generation of Neo-Confucianism and has the philosophical training background. She proposed 

three possibilities and import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indigenous psychology. She 

suggested four possible avenues as follows. The first is that Chinese has the psychology since 

ancient times. The second is to adopt the double interpretations and transferring theories. The 

third is to place the school of idealist philosophy led by Xi Zu and the school of Nousology led 

by Yang-Ming Wang of main stream of Confucianism. The fourth is to adopt the Kwang-Kuo 

Hwang’s modernization strategy and creative interpretation of Confucianism. The author 

argued that the best avenue is to adopt the concept of self-nature derived from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to develop the related theories for the psychology of self-cultivation via 

the cultural system approach with the multiple philosophical paradigms. The author also 

suggested four kinds of research ranging from constructing theories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along with three steps: comprehension, imagination (regeneration and creation) and the product 

of transcendent knowledge. Bei-Lu Tseng has the backgroud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She 

concerned the meaning, definition, and content of spirituality in indigenous and multicutral 

spiritual psychotherapy. She mentioned the basis for the psychotherapists to intergate their 

spirituality. She proposed that the psychotherpists should poesess the spiritual abilities: the 

knowledge of indigenous culture and worldview, knowledge of Chinese cultural and spiritual 

development, the ability of indigenous multicultural self-awareness, and communication with 

a variety of clients’ spiritual needs and the ability to assess, diagnose, and treat clients’ spiri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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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ues. The author further elucidated the micro and macro perspectives for cultures, as well as 

the definition of spirituality. Simply put, a person is a culture from the micro perspective. There 

are two major cultural systems for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from the macro perspective. 

The Chinese culture is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and the Western culture is 

Monotheism (Abrahamic religions). The monotheistic religions strictly endorse worship of 

the God of Abraham (Jesus, Yahweh orAllah). The cultivating self-enlightenment of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is to attain the state of the Good, nonself/Buddha and 

unity of self and Heaven. These two cultural systems encompass the definition of spirituality 

and they are therapeutical essentially. Chih-Cheng Lin has the scientific education background. 

He proposed an integrated approach of mindfulness and equanimity, which are the core self-

enlightenment cultivation toward the self-nature state. He reviewed the Western studies of 

mindfulness and argued that the research focused on the effects of psychological and physical 

health with a neglect of the purpose of mindfulness aiming to eliminate the egoism. He then 

commented the existing research of equanimity could not reach an agreement of the definition 

lacking the whole content of equanimity. This is due to that most of the existing Western 

research of equanimity drew on the presumption of the individualism perspective instead of in 

the context of cultural perspective leading to the fallacy of upwards conflation. The existing 

scales of equanimity could not reflect the precise definition of equanimity. The author offered 

a cultural system perspective of mindfulness and equanimity in the context of Buddhist 

teachings. Based on Buddhism, to cultivating the mindfulness would attain the state of 

equanimity, equilibrium placement. The author suggested to adopt the lens of the cultural 

system perspective to examine the cultures, spirituality and Buddhist mindfulness and 

equanimity in the hope of precisely and clearly guiding future directions for research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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