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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書寫自我療癒到心理位移：談本土化諮商理論之創見與流變 

 
王智弘* 

 
摘要 

 
書寫的自我療癒功能被運用到心理諮商工作之可能嘗試，金樹人教授所創的心理位移日

記書寫，顯然是此中最受到關切與注目的心理諮商與治療方法，其中蘊含了本土化諮商

理論創見與流變之豐富歷程與內容。本期主題由金樹人教授來撰寫靶子論文，以分享其

建構與發展本土化心理諮商理論「心理位移取向」的心路歷程，並請黃光國、林以正與

張仁和三位學者加以回應，並由金樹人教授撰寫再回應文。黃光國討論的焦點集中在本

土化理論建構方法論上的探究，林以正則提出心理位移書寫過程與位格文字變化能所帶

來心理流動與全局思維，張仁和則強調心理位移書寫效果不容懷疑、嚴謹作法不宜調整、

療癒目標尋求「不移」。金教授在回應三位學者時表示後續將持續進行本土諮商心理學

研究的意向，並說明靈山意象可能是華人集體潛意識的原始成分，並預告了「心理位移

取向」未來發展會朝向建構「靈山理論」的方向邁進，金教授的研究歷程反映出本土化

的三個層次：外學引入的在地化、文化融合的本土化、文化繼承的本土化，並且以文化

繼承的本土化為未來理論建構的主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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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土諮商心理學學刊一直持續規劃本土心理諮商理論建構的專刊，除了之前已推出

的「基於周易思想的心理諮詢理論研究」（第 9 卷第 1 期）、「自性覺醒心理治療理論」

（第 11 卷第 1 期）以及「人我關係協調諮商模式與儒家文化基督宗教取向諮商模式」

（第 11 卷第 2 期），後續其他專刊仍在積極籌備與編輯中，為了推動心理諮商本土化或

本土諮商心理學的發展，除了出了編輯期刊之外，透過在學術年會組織本土化論壇或者

主辦不同規模的本土化學術研討會，也是持續努力的策略。不知何時，推動心理諮商本

土化或本土諮商心理學似乎已成為我的一項日常重要工作，最早的行動可能是在 2013

年 3 月我以「台灣心理諮商季刊」主編的身分，邀請系上同事劉淑慧教授擔任專刊主編，

推出了本土化的「生涯專題」專刊，並寫了一篇主編的話：「跨越國際：推動含攝華人文

化的心理諮商研究風氣」（王智弘，2013），而在 2015 年我擔任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理

事長時推動學會成立了臨時的任務編組：「心理諮商本土化工作小組」（後來成為「心理

諮商本土化研究委員會」的常設組織），接著在 2016 年 1 月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

系創立了「本土諮商心理學研究發展中心」，並與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張老師基金會，

在日月潭青年活動中心，合辦了「2016 本土諮商心理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也就是第一

屆的本土諮商心理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並在會中成立了「世界本土諮商心理學推動聯

盟」，在此等心理諮商本土化運動與相關研究已較為蓬勃的情況下，提供發表園地越來

越有其必要，因此，在 2017 年 3 月「台灣心理諮商季刊」改名為「本土諮商心理學學

刊」（王智弘，2017），2017 年 12 月《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則推出了「從復原力研究

看本土諮商心理學發展」專刊（王智弘等，2017），隨著本土化運動從心理學領域擴展至

社會科學領域，2018 年 11 月中華本土社會科學會則在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正

式成立，同時舉辦了「第一屆社會科學本土化學術研討會暨第二屆本土諮商心理學學術

研討會」，學會的行動相當積極，幾乎每個月輪流在全台各大學籌畫小型學術研討會，再

加上學會成立的宗旨是要推動台灣、亞洲與全世界社會科學本土化的發展，因此，從 2019

年的年會──「第二屆社會科學本土化學術研討會暨第三屆本土諮商心理學學術研討會」

開始，就擴大以國際學術研討會的形式舉辦，今年已跨入第四年，每年的研討規模與參

與人數不斷在增加中，跨領域與跨國際的交流也更多元蓬勃，由於學會理事長的任期跨

度為四年，基於任務，今、明兩年我仍不免要為推動本土社會科學的發展而奔波。 

    在撰寫本期主題「心理位移書寫」主編的話時，我開始回顧自己投入心理諮商本土

化研究主題的歷程，因為我注意到或許心理諮商本土化與我的邂逅可能比上述我自己認

知到的時間更早，因為讓我想起了 2009 年我指導的碩士生王薇棻學位論文口試的經驗，

她研究的是：「部落格網路書寫之自我療癒歷程敘說探究」，而當時論文口試委員會的主

席是林以正教授，而論文的參考文獻金樹人教授（2005）的「心理位移辯證效果之敘事

分析」國科會專題研究報告赫然在列。記得當時正是我在全心投入網路諮商研究的黃金

十年（2000-2010），雖然衛福部「心理師執行通訊心理諮商業務核准作業參考原則」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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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19 年才通過，大約 20 年前我們已開始對各種網路型態的助人功能皆加以探討，舉

凡留言板、討論區、電子郵件、聊天室、即時語音與視訊等皆進行研究，當然也不放過

當時當紅的部落格，並為此寫了一篇小文章──「網路上的『薄紗舞台效應』與宣洩治

療功能：部落格現象的心理學解讀」（王智弘，2006）。網路書寫雖然與紙本書寫不同，

但是仍會涉及書寫的自我療癒功能，Pennebaker（1997）是早期探討此一主題的重要學

者，依其觀點，書寫的療癒功能首推情緒與壓力的釋放。而網路上的部落格書寫則不僅

於此，由於加上了有網友互動的因素，除了自我的療癒之外也有了關係療癒的層面，同

時會涉及社會需求與社會行動的滿足，以及個人議題的反思與重整（王薇棻，2009）。而

無論是在個人的紙本日記或是網路的部落格，書寫的自我療癒功能被運用到心理諮商工

作之可能嘗試，金樹人教授（2005，2010，2018）所創的心理位移日記書寫，顯然是此

中最受到關切與注目的心理諮商與治療方法，其中蘊含了本土化諮商理論創見與流變之

豐富歷程與內容。 

    本期主題很榮幸邀請到金樹人教授（2021a）來撰寫靶子論文，以分享其建構與發展

本土化心理諮商理論「心理位移取向」的心路歷程，並請三位本土心理學研究的學者加

以回應。在〈心理位移與靈山意象：本土心理位移取向建構的心路歷程〉一文中，金教

授依序探討了從個人高度工作壓力與生活困頓中忽然憶起了高行健的「靈山」一書，被

書中「你、我、他」位格轉換的書寫方式所吸引，而開始了心理位移日記書寫的嘗試，

以及後續再工作坊與學校課程中的教學試驗，「心理位移書寫法」開始橫空出世，令人驚

艷；接著金教授鬼使神差的踏入了「心理位移辯證效果之敘事分析」研究，「從『心理位

移書寫法』的形式流變，移步到『心理位移現象』的思辨位階」上進行探討，金教授研

究的發表引發了後續更多的學生與學者進行心理位移的研究；而金教授也開始了一系列

的探討各種「心理位移書寫法」與形式與不同心理治療學派的心理位移現象，並更進一

步去探索「心理位移現象」中的「靈山意象」以及背後可能的認識論與本體論，而能將

之結合與應用於不同的治療型態與學派，或呼應心理諮商本土化的趨勢，而建構本土的

「靈山取向」或「靈山論」的治療理論。其實「心理位移書寫法」的出現並非橫空出世，

而更可以理解是金樹人教授一生學思歷程的重要事件或轉折點，戲劇性地出現在其學術

生涯任務繁重的最高峰，不但是身心狀況需要安頓的轉捩點，也是理論發展靈光乍現的

起始點，雖像是意外，其實是必然，是金教授修身與治學的天命之路、自然之道。 

首位登場的回應人是心理學本土化與社會科學本土化運動的推動者與精神領袖：黃

光國教授，黃教授在〈心理位移書寫的方法與理論：「自我」與「自性」的詮釋〉一文

（2021）中，首先對金教授所創之「心理位移書寫」心理諮商與療癒方法表示肯定，並

就本土化理論建構的觀點，以其所創的「自我的曼陀羅模型」（Hwang, 2011）與「自性

的心理動力模型」（Hwang, 2018）為例， 除了以之重新詮釋金樹人教授對心理位移與靈

山意象的描述之外，黃教授主要討論的焦點則集中在本土化理論建構方法論上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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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主張慎選「先驗性形式結構」是建構「含攝文化之理論」的必要基礎，並強調要建立

本土化理論建構宜對西方科學哲學的典範轉移有相應之理解，而能達致以華人文化為體、

西方科學哲學為用的理論建構成果。 

    第二位回應人是對心理位移書寫有深入研究的林以正教授（2021），則相當有創意

的嘗試對心理位移書寫提出觀點的補充，其在〈動、見〉一文中，其認為心理位移書寫

之所以能帶出書寫者的心理空間，是由於書寫過程與位格文字變化所帶來的心理流動，

也就是因「鬆了就活絡起來的『動』」（p. 24），而此等心理流動能提供「『後退一步』的

拉遠心理距離」（p. 46），而有了「多元與多重脈絡中的『看見』」（p. 24），林教授並以長

期對華人文化經典中庸研究的理解，認為中庸所展現的是華人文化中具有全局思維的後

設認知，此與西方文化中構念層次理論的分析思維有所不同，而心理位移書寫所可能帶

出來的「動、見」，或許正是華人心理諮商可能開展華人當事人全局後設思維的重要途徑

與療癒策略。 

    第三位回應人也是長期投入心理位移書寫研究的張仁和教授（2021），其在〈對心理

位移書寫與現象之反思：效果「不疑」、調整「不宜」、理想「不移」？〉一文中，指出

由過去心理位移書寫之研究所得，其具有情緒紓緩與心理健康的效果不容懷疑，惟若以

技術操作的效能考慮而簡化心理歷程的探問或操弄位格的書寫程序，卻可能對當事人有

強化負面情緒、否定自我概念，甚至對人我關係與心理健康帶來負面影響，因此，不宜

任意調整，而心理位移所可能造成當事人從正負向情緒狀態中得到「平衡」（balance），

以及在動態波盪中得到「平靜」（tranquility）的理想境地，似為心理諮商協助當事人以

達「不移」的靈山境界，此等心理位移書寫方法所可能引發的「心理位移『現象』」（p. 

53），可證明其不僅是一種書寫的「技法」，而是金教授整合東西方心靈療癒觀點的「心

法」（田秀蘭、金樹人，2018）。也是本土化的心理諮商療法。 

    針對上述三位學者的回應文，金教授（2021b）則以「濁以靜之，安以動之 : 心理

位移內在心理空間的流轉」一文加以回應，對黃光國教授（2021）的回應是在帶著懷舊

氣息中透露著審慎莊重的學術研討風格，金老師認可了自己是本土諮商心理學的一員，

預約要對啟發榮格的道家思維進行後續的探討，也回應了佛教文化蘊含四方位體先驗性

形式結構的觀點，並對心理位移的「心理社會均衡」觀點做了補充，並以「如同《中庸》

的扣其兩端，允執厥中」作為回應的小結（p. 60），並再就曹洞宗「五位趨中」修行次第

加以論述，以回應黃教授的質疑，並以《壇經》、《金剛經》的教義與禪宗「出語盡雙，

皆取對法」的教法以為說明，讓我們又欣賞了金樹人教授禪師上身的風采。在此等禪宗

氛圍中，金教授對林以正（2021）與張仁和（2021）兩位教授的回應就充滿個溫柔與禪

味了，金教授提及了師大心輔系質性研究團隊與台大心理系量化研究團隊的溫馨交會，

對於「動、見」與「不移」的回應，金教授以《金剛經》的「無所住」以及《莊子》的

「坐忘」來探討心理位移的「靈山現象」，並以《桃花源記》為例，說出「靈山意象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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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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65）這一段話。我們似

乎可以想見我們的樹人禪師已準備好要走上建構「靈山論」的旅程，要帶著諮商專業與

當事人去探尋那療癒的桃花源。 

    從「心理位移日記書寫」開始，歷經實務與研究的淬鍊，金樹人教授對心理位移現

象的探討似乎朝向建立本土心理諮商的「靈山理論」方向上移動，這是確實一條深具意

義但可能充滿挑戰的道路，可望對台灣本土化諮商理論或世界心理諮商理論之發展帶來

重要的啟發與影響。而本土諮商心理學研究的推動與發展有了金樹人教授、林以正教授

與張仁和教授及其研究團隊的加入「心理位移日記書寫」的研究，而更顯得多元豐富、

意蘊深遠，殊途同歸、陣容壯大。由於心理諮商的本土化有三個層次（王智弘，2016，

2017，2019）：（1）外學引入的在地化；（2）文化融合的本土化；（3）文化繼承的本土化，

外學引入的本土化是將國外的心理諮商理論與技術透過在地化的轉譯與修正，以更適用

於在地的民眾，也就是本土化的本土化；文化融合的本土化是將外地引入的心理諮商理

論與技術，與在地文化相結合而晉升到本土化的層次，也就是中西合璧的本土化；文化

繼承的本土化是在本土諮商心理學發展成熟的基礎下，本土專業人員能繼承自文化傳統

（本）與植基於在地經驗（土）而與心理諮商專業相結合，以創建植基於本土文化的諮

商理論與技術，也就是自地發展的本土化。金樹人教授的「心理位移日記書寫」一直被

我們歸類為文化繼承的本土化範疇（王智弘，2019；王智弘等，2017），不過，從金教授

的分享中，我們發現對於深受西方心理諮商專業影響的華人諮商學者，在發展本土化理

論時可能都都會經歷這三種本土化層次的歷程，金教授深厚的儒、釋、道涵養，特別是

佛教禪宗的長期修為，似乎為攀登「靈山理論」配備了良好的裝備。 

    就如同我在文章一開始提到自己投入本土化研究的過程，每一個投入本土化研究的

學者都有各自不同的過程與故事，有自己對專業的追求，也有自己生命成長的機緣，若

真要說到我最早對本土化的覺察與行動，恐怕是要從我收起西裝而穿起中式風格服裝開

始，服裝是文化的表現與載體，不同的地區的人們有不同的身材比例與文化風貌，因而

發展出不同尺寸剪裁與美感表現的服裝，美感是有文化特色與文化差異的，對服裝的覺

察是對文化覺察的好起點，穿著西方諮商理論服裝走進諮商室的諮商師，有沒有覺得不

合身，有沒有覺得不自在，有沒有覺得不太能大展身手以好好幫助當事人，事實上缺乏

騎在牛背的穿著需求之後，牛仔褲的穿著功能主要是時尚，所以破洞不再是因為磨損，

而是一切為流行，助人專業人員在趕不同理論學派的流行之餘，自然要想想最合適我與

當事人的專業打扮是什麼？在我與當事人心中可有一座「靈山」？換好文化的登山裝，

跟著金樹人老師？或者跟著您的心？帶著專業、陪著我們的當事人去走一趟文化的「靈

山之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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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Self-Healing Writing to Psychological Displacement:  
On the Creation and Evolution of Indigenous Counseling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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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elf-healing function of writing can be applied to counseling work. "Psychological 
Displacement Paradigm in Diary-Writing (PDPD)," created by Professor Shuh-Ren Jin, is 
obviously the most concerned and noticed counseling and treatment method of indigenous 
counseling, which contains rich history and content of theoretical creation and evolution. In this 
issue, Professor Jin wrote a target paper to share his mental journey of constructing and 
developing the "PDPD" of the indigenous counseling theory. Kwang-Kuo Hwang, Yi-Cheng 
Lin, and Jen-Ho Chang were invited to be the commentators. The comment of Hwang’s 
discussion focused on the exploration of the methodology of indigenous theory construction. 
Lin proposed the psychological flow and overall thinking brought about by the writing process 
of psychological displacement and personal character changes, and Chang emphasized that the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displacement writing should not be doubted, the practice should not be 
adjusted, and the healing goal should be "unshifted." In response to the three scholars, Professor 
Jin expressed his intention to continue to research indigenous counseling psychology and 
explained that the image of Lingshan might be the original component of the Chinese collective 
unconsciousness, and foretells that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psychological displacement 
orientation" will be towards the construction of "Lingshan theory." Professor Jin’s research 
process reflects going through the three levels of indigenization: the localization of foreign 
studies, indigenization of cultural integration, indigenization of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the 
indigenization of cultural inheritance as the main direc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Lingshan 
theory'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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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位移與靈山意象：本土心理位移取向建構的心路歷程 

 

  金樹人* 

 

摘要 

 

本文採用五個主題闡述一個本土「心理位移取向」建構與發展的心路歷程。這些主題大

致沿著一個時間序列的先後順序鋪展：(1)「心理位移書寫法」之萌蘖；(2)從「心理位移

書寫法」的形式流變，移步到「心理位移現象」的思辨位階；(3)求索「心理位移現象」

中隱含的「靈山意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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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從本土心理學的趨勢，呼籲提出華人的「靈山取向」或「靈山論」，以為建構華

人本土心理調適或療癒的概念化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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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我是一位諮商心理學的教學與研究者，部分時間進行諮商與督導的實務工作。苦的

本質與苦的轉化，是我一向關注的議題。每個諮商學派對苦的看法充其量只是一種看法，

不是苦的本身。至於苦的轉化，翻開西方心理治療的教科書，其法則範式更是汗牛充棟。

這篇文章要呈現的是一個從本土經驗中成長出來的方法。對我而言，心理位移取向的建

構與發展，是一個「困而知之」的心路歷程。「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

困而學之，又其次也。」（《論語・季氏》）此一純粹本土諮商取向的發現、研究與延伸，

既不是生而知之，也不是學而知之，比較像是「困而學之」之後的「困而知之」。 

  心理位移取向的建構與發展，其摸索的歷程從萌芽至今大約二十年。以下分成五個

階段闡述此一取向發展的心路歷程。首先，揭示如何從自身的生命困厄中發現了「心理

位移書寫法」；其次，從「心理位移書寫法」研究與應用中出現的形式流變，融合了我在

其他諮商理論與技術應用的心得，形成「心理位移現象」的思辨位階；繼而，在醞釀及

發酵的過程中，又不期然的求索「心理位移現象」中隱含的「靈山意象」。復次，本文最

大的著力處，係從心理療癒的觀點，大膽初探「心理位移取向」的認識論與本體論。這

部分的工作量相當龐大，有待學術先進的批評與指教。最後，從本土心理學的潛勢，一

方面希望能融入不同的諮商學派，擴充與深化心理位移在不同實踐場域的應用；另一方

面為建構華人心理調適或療癒的概念化論述，呼籲提出一個具有華人本土文化特色的

「靈山取向」或「靈山論」，期待有興趣的學者們一齊為諮商心理學的本土研究而努力。 

 

壹、若彼濯濯 萌蘖之生：困厄中的另類日記書寫法 

 

 「困而知之」所謂的「困」，像是一個人被關在一個不透氣的四方格裡，綑綁在一個

木頭上。2001 年暑假，我卸下系主任的行政職，也卸下了中國輔導學會理事長。那兩三

年期間，承接了長達一年多的教育部委託九二一地震北部心理復健專案，也有驚無險的

熬過了長達一年多「心理師法」立法的折衝。再加上專業上結合了「生涯」與「敘事」，

在督導工作中發展了「個我理論」模式，外界邀約不斷。看似走上了學術生涯的高峰，

卻也陷入了一個日日夜夜都覺得將要窒息的心理空間。 

 那一陣子壓力很大，心焦氣燥。我偶有寫日記的習慣，雖說日記書寫有療癒的效果，

可那段時間寫了也無法展眉。 

  有一晚獨處，隨手翻了《與神對話》（Walsch, 1995/1998）。作者本人歷經失業、車

禍、婚變、無家可歸等生命重大的打擊，在憤怒與絕望之餘寫下對「神」的質疑，沒想

來自「神」的回應從筆尖流出，許多應答的智慧超過了問者的知識範疇。這是一種神奇

的對話方式，可是讓「神」直接來回答我的心理的困惑，說實在的我還沒有心理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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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靈機一動，想到了高行健的《靈山》（高行健，1990）。 

 高行健在 2000 年得到諾貝爾文學獎，這是第一個以中文書寫的作家得到諾貝爾文

學光環，臺灣掀起了一股高行健熱。聽說他未得獎之前來過臺灣好幾次，都住在臺北市

和平東路師大的校友會館，這會館就在師大教育學院對面。 

 我與高行健的邂逅就來自於繁體字第一個紅色封皮版本的《靈山》（高行健，1991）。

他敘事的方式相當特別，沒有故事，沒有情節，既不像小說，又不像散文。我最好奇的

地方在於他在不同的章回，以不同的位格出現多層次的敘述視角。例如： 

 

– 我從自然保護區的招待所出來，又到那位羌族鄉長家去了，門上掛著一把大鎖。 

– 你還記得你住過一個很深的庭院，門口有扇厚重的大黑門……。 

– 他孓然一身，游盈了許久，終於迎面遇到一位拄著柺杖穿著長袍的長者。 

 

  我、你、他都無姓無名，當然一看就是作者自身的位格。在《靈山》中出現許多現

實世界中的人與事，也有許多場景是精神層次的獨白。這些獨白反映出人與自然，人與

人，以及人與自己的內心對話。「我」是一般作者慣常的描述方式，可有時「我」外化為

一個虛擬的對象成為「你」。「你」的獨白有時貫穿一個不短的敘事章回，有時會出現「你」

和「我」的對話。全書「你」和「我」出現的頻率最高，關鍵的章節又會裂現另一個自

我──「他」。看似「我」「你」「他」都是這小說的主體敘述。雖然有些場景跳出一個對

手「她」與書寫者進行對談，「她」有時是一個特定對象，有時也可視為是女性的集合。

閱讀時我只認定這是一種文學家敘事的特殊文體，視角的重疊或許能交織出作者想要表

達的多重意涵。 

 也正是在無計可施之際，我想，如果用高行健的方法來寫日記，看看會寫出什麼。

可心裡又有一股自嘲的聲音，有誰會無聊到重複寫同樣的東西？主詞換成「你」還不是

一樣？更不用說還要換成「他」再寫一次！百般無奈，既然這個念頭在當下浮現，或許

有深意，那就放手試試吧，先用「我」將想說的說清楚，主詞換成「你」之後，放心的

交付給生命之神，桴浮於生命之流，不用意識控制，看看會自然的流瀉出哪些文字。 

  我第一次用這種方式寫日記。這次的「我」一開始寫出了：「這三年我把自己放在一

個不屬於天職，違逆天命的位置。」……然後是一連串的抱怨，和以前一樣。 

  在寫「你」的時候，不期然出現了一連串來自於「他者」的指責與棒喝，相當犀利

而且直指核心，斥責的後面又能感受到很深的疼惜。我需要這樣醍醐灌頂的聲音，更需

要無條件的同理，全都來得正是時候，怎麼會這麼恰到好處。 

  在寫「他」的時候，也不過短短兩行，我你他「三個人」都爭相出現了。最吃驚的

是，我怎麼都沒料到出現了一個「傷害自己」的主題，這是通往寧靜深處的最大屏障。 

  寫完之後，背後龐大的壓力源並沒有消失，未來如何走自己的路也尚未明確，但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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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卻出奇的平靜。我整個人的心情頓時安靜了下來，與書寫之前的焦躁迥然不同。 

  這是怎麼做到的？這究竟是怎麼發生的？平常在博碩士班或工作坊的諮商訓練課

程裡，我總是提醒在每次接案或結案之後都要檢討，無論當事人的改變是如何的細微，

要去反思改變是如何發生的，以及改變為何會發生。這回輪到我了，我不發一語的坐在

日記的手稿前，靜觀我內在的狀態，也不過才十幾分鐘的時間，書寫之前心情如此惡劣，

為何書寫之後心情如此平靜？ 

  這改變如何發生？這改變為何會發生？ 

  如果這是一個對治情緒有效的方法，對我有效，是否也能幫助別人？「君子以類族

辨物」，若要搞清楚這個書寫法的效用，我得同人于郊，同人于野，藉此好好思辨此物的

上天下地。 

  我接下來進行我對此法的試驗計畫，試驗場域最方便的就是工作坊或課程。我會在

兩天的工作坊裡，安排第一個晚上的家庭作業，就是針對負面的情緒事件回去撰寫一篇

我你他的日記。第二天帶著書寫的日記前來討論。這些工作坊的成員有些是學校輔導人

員，有些是機構的助人工作者。另外有一部分的試驗放在大學或研究所的課程，通常會

要求學生一週之內在不同的時段撰寫兩三次，下次回來上課時討論。 

  幾乎每一次的分享與討論，不同的情緒故事出現的書寫效應，在會場、在教室繞繚

的獨特氛圍，總是讓我暗自驚嘆不已。有一位資深的輔導主任苦於婆媳之間最近才發生

的誤解，人雖然在上課的會場，心思經常飄游在外。晚上寫完我你他的日記，第二天她

第一位搶先舉手發言。每次的婆媳衝突，她都覺得委屈，但為何用這種方式寫完之後，

這次會平心靜氣的坦承自己也有不對的地方？然後她會開始用平衡的方式檢討她和對

方的關係。 

  這些案例不勝枚舉。例子多了，討論的次數也足夠讓我漸次理解這三個位格不同的

特性，我的思考進入另一個維度：從心理療癒的角度來看，位格的轉換，是否可以讓紛

擾攪動的內在狀態趨近於高行健書中所指的靈山？ 

 

貳、隱晦之知 緣溪行：心理位移書寫的系列研究 

 

  這些切切實實的經驗把我推向另外一個不歸路：我心裡清楚，這是一個心理療癒之

地新長出來的嫩芽，從沒見過，卻充滿生趣；其內在的療癒機轉如何，有必要進行瞭解，

我無法迴避。可當時我對學術環境萌生了強烈的職業倦怠感，正考慮退休。國科會（現

在的科技部）的研究計畫申請只剩下一兩週，通常盤算退休時，對於研究已無所感。但

是接下來發生的「二氣感應以相與」（《易經》之「咸卦」），現在想起來還真是不可思議。 

 有一天早上從夢中驚醒，模模糊糊之中好似得到一個強烈的信息：你要做這個研究。

我表面上看似一笑置之，可還是偷偷想了一下，這題目從沒人做過，到哪裡去找參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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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最可怕的是，這主題前不著村後不著店，寫完之後會送到哪位評審手上，到時怎麼

滅頂的都不知道。這計畫放下吧。可是接下來一整天心神不寧，不知為何放不下。 

 當天晚上，又得一夢，計畫的內容輪廓出來了，甚至連研究步驟都若隱若現。第二

天清晨，似睡非睡，似醒非醒，我在床沿呆坐了好久。被意識左右的我硬生生要將它推

開，為何潛意識主導的我靜悄悄要將它拉回來？我不再懷疑，兩週內完稿提出申請。 

  這一個兩年計畫居然順利通過，這也是我在臺灣師大退休前的最後一個研究案。計

畫中我思考如何貼近觀察這個現象。特別是兩個我最想要深究的主題：一個是位格的結

構特性（what），另一個是位移的效應（how and why）。「我」「你」「他」這三種不同的

心理位置，有哪些結構上的特性？當一個人在這三種不同的心理位置移動時，在「我」

「你」「他」都無所住之處，是否就是 well-being 有所顯的地方？（金樹人，2005） 

 我一直隱約有一個源自《靈山》的假設，高行健是否透過這種位格轉換的方式，尋

找他內在的靈山？西方的 well-being 在正向心理學中是指向一種內在安適的狀態，中文

通譯為「幸福感」，我覺得 well-being 更貼近於華文的「安然」或「泰然」。 

 我這第一篇心理位移的研究（金樹人，2005）發現，「我」「你」「他」這三種不同的

心理位置，的確有著不同的特性。多數的參與者在經歷過「我」→「你」→「他」之後， 

「再回到我」，隨著不同位格上的位移，從快思到慢想，能拉高視野環顧整體的事件，進

而產生頓悟或理解。 

 從第一篇心理位移的研究報告問世以來，這十幾年來國內外已有數十篇的博碩士學

位論文或期刊文獻陸續發表。2018 年，我從這些發表的研究中進行了一個回顧性的整理

與分析，聚焦於彙整心理位移的位格特性、影響效果與療癒效應，探究此法可能的限制，

同時對於未來研究的方向提出建議（金樹人，2018）。由於本文的重點在於說明我對於心

理位移取向建構與發展的心路歷程，前述內容在此略過。 

 

參、復前行 欲窮其林：心理位移現象的形式與本質 

 

 我原本以為「心理位移書寫法」的研究至此已見「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沒想到近

年來，心理位移相關的研究也在書寫的形式上出現了一些變化。讓我不由得從「心理位

移書寫法」技法的層次，開始再回頭去探討心理位移深層的知識結構。所謂「再回頭」，

這裡面也有故事。 

 當第一篇研究報告（金樹人，2005）發表時，臺大心理系林以正教授的實驗室團隊

前來探問此法的細節，當時也討論到英文的譯名。我們採用的是直譯：psychological 

displacement in diary writing (PDDP)。他們發表的第一篇英文論文（Seih et al., 2008）即

是採此譯名。後來我總覺不妥，日記書寫只是一種方法，隱約覺得背底層好像有一種複

雜的心理現象，有待更深入的探討。雖然當時我還不知道這種現象是什麼，腦海裡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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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個概括性名詞是 paradigm，直覺上裡面隱含著一種心理位移現象的「心法」。所以

隨後我就知會林教授，我們以後英譯統一改為：psychological displacement paradigm in 

diary-writing (PDPD)。 

 或許當初的直覺是正確的，後來的「心理位移書寫法」研究不斷出現形式的流變，

也讓我從「心理位移書寫法」緩緩移步到「心理位移現象」的思辨位階。當「心理位移

現象」的視框出現時，昔日各種治療學派的「心理位移現象」也就一一現身。 

 

一、「心理位移書寫法」形式之流變 

 

（一） 角色位移＋心理位移 

 在華人的心理困擾的成因中，親子關係的困擾對成年人來說，不亞於青少年時期的

煩惱。尤其親子溝通已形成固定的模式，固化後形成惡性循環。如果採用子代與親代「換

位思考」的心理位移書寫法，會有怎樣的效應？這種加上角色位移的心理位移書寫，位

移的幅度更大，分成三個階段（曹筳，2020）。 

1. 「本人」階段：依序以「我」、「你」、「他」、「再回到我」不同位格之心理位移方式針對

親子關係困擾事件進行經驗、感受、事件、想法等面向書寫。 

2. 「成為對方」階段：書寫完本人階段後，書寫者轉換書寫角色，成為「困擾關係中的對

方」進行書寫。依序以「我」、「你」、「他」、「再回到我」不同位格之心理位移方式針對

親子關係困擾事件進行經驗、感受、事件、想法等面向書寫。 

3. 「再回到本人」階段：進行完「本人」階段、「成為對方」階段後，研究參與者回到本

人，以自己角度進行結束性書寫。 

 

（二）主體特質擬人化的心理位移 

 心理位移書寫方法的對象，大部分是生活當中發生的一些不愉快的事件，或者因為

這些不愉快事件所引起的情緒反應。有一篇研究是把書寫的主題「自卑」擬人化，將自

卑擬人為「我」之後，以我你他的位格發聲（曾奕涵，2018）。 

1. 第一階段：研究參與者運用「我」、「你」、「他」、「再回到我」，不同位格之心理位移

方式書寫關於自卑之經驗、感受、事件、想法等共計書寫兩篇。 

2. 第二階段：研究參與者成為自卑本身，將自卑擬人化運用「我」、「你」、「他」、「再回

到我」不同位格之心理位移書寫法關於自卑本身之經驗，感受，想法等，共計書寫兩

篇。 

3. 第三階段：研究參與者再回到自我本身運用「我」、「你」、「他」、「再回到我」，不同

位格之心理位移書寫來回應自卑或與自卑對話，共計書寫兩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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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四階段：研究參與者自我與其自卑之間，運用「我們」、「你們」、「他們」、「再回到

我們」不同位格進行心理位移書寫，共計書寫兩篇。 

 

（三）心理位移空椅法 

 這是一個既新穎又獨特，在實務工作中推衍出來的心理位移法。李素芬（2017）原

本擅長於完形學派，她結合了空椅法，將心理位移空椅法應用於諮商、特質探索以及自

我覺察工作坊，稱為「心理位移空椅法」。歐庭（2019）、潘俐君（2019）進一步採用稱

為「心理位移空椅法」的位移技術，進行研究： 

1. 心理位移書寫探索夢境：（1）回想過去曾經做過的夢，並挑選出一個想要探索的夢境；

（2）用現在彷彿正在作夢的狀態來書寫這個夢境；（3）依序用「我、你、他」不同

人稱位格書寫關於自己做了這個夢境，任何心情感受、想法解讀或看見；（4）最後「再

回到我」時，書寫此刻我的心情與狀態。（5）寫完四段書寫後，再空一行寫下這個夢

境與現實生活中的連結。  

2. 心理位移空椅法探索夢的一景一物一角：（1）回想過去曾經做過的夢，並挑選出一個

想要探索的夢境；（2）挑選夢中的一景、一物或一角，並在成為該物後，坐在代表不

同人稱位格之空椅上，依序用「我、你、他、再回到我」不同人稱位格，說出關於自

己的任何線索、訊息與感受；（3）回到做夢者本身來探討上述探索之經驗與現實生活

的連結。 

 

二、西方治療學派的心理位移現象 

 

 西方對於心理位移這種現象的操作，最常見的是應用於心理諮商或治療的介入。 

 

（一）空椅與夢工作：完形治療的心理位移 

 完形治療的空椅與夢工作，係由物理位移帶動心理的位移，讓內隱的心理困境外顯

成為具體可見的對話操作形式。空椅技術是一種 Perls（1969）經常使用的技巧，當事人

在兩個角色中間進行兩種心理狀態的自我對話。Corey（2005）認為這種心理位移的主題

可以包括：（1）內在的父母與內在的兒童；（2）負責任的自己與衝動的自己；（3）禁慾

的部分與情慾的部分；（4）好的我與壞的我；（5）積極的我與消極的我；（6）自主的我

與怨懟的我；（7）努力的我與懶惰的我等等。完形的夢工作也有類似的作法，讓主體我

與夢中出現的場景對話。對話過程中彷若心理位置的往復移動。  

 

（二）合作與對話：合作取向治療的心理位移  

 合作取向治療（Collaborative Therapy）是後現代心理治療學派之一。Benvenist 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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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的意識唯有透過對立的體驗才有可能存在。只有當我稱呼某人為你時的回應之際，

我才會使用我，這才是構成對話的條件（Anderson, 1997）。這樣的對立體驗觀點是從「我」

位格移動到「你」位格的過程。Anderson 強調合作取向的合作對話，目標是產生多重觀

點與多重視野，亦即第三個聲音。因此在實務工作經驗上加入不同觀點，可能是與案主

困擾有關的對方，可能是治療師，也可能是另一個不相干的人。這樣的過程，當事人除

了聽到「我」自己的聲音，也有機會聽到他者用「你」來稱呼他，或有時聽到迴響團隊

成員用「他」來描述自己。然而，心理位移不用假手他人，透過「我、你、他」的位格

轉換創造出內在心理空間與自我對話，形塑自己的多重視野與多重觀點，可增加案主對

自我的理解（李素芬、金樹人，2016）。 

 

（三）解構與迴響：敘事治療的心理位移 

 解構式問話、迴響是敘事治療常用的概念。解構的意圖是提供機會從不同觀點來考

慮其他可能性；迴響觀念的力量，不只是空間的轉移，而是觀點的轉移；迴響對話的運

用除了由他人構成的迴響團隊外，也可運用自我迴響（Freedman & Combs, 1999）。心理

位移的過程是從不同的觀看位置來提供不同的可能性，而產生不同的觀點與意義，這與

敘事治療中解構的意義相符合。此外，心理位移的過程也類似於採用無團隊迴響的自我

迴響的方式，透過心理位置的移動，由自己給自己回應，重新賦予敘說意義（李素芬、

金樹人，2016）。再者，敘事治療中「問題外化」的強化，也是心理位移效應的展現。 

 

（四）覺察與觀看：正念療癒的心理位移 

 正念的基本精神，係在當下以不予評價的方式觀看心理與生理的負面反應（Kabat-

Zinn, 2003）。正念認知治療法（Mindfulness Based Cognitive Therapy, MBCT）不對負面

思考進行排斥，而是在一定距離之外保持覺察與觀看，就如同站在瀑布的簾幕之後的觀

照，負面思考的情緒反應就會出現微妙的變化。Linehan 在發展辯證行為治療法時，也

關注心理治療中改變與負面思考之間關係的議題，通常需要與事件保持距離（Segal et al., 

2002）。心理位移採用不同人稱位格的移動，在於「拉開距離」，而援用不同人稱書寫經

驗，就是再一次的「觀看」，此與「正念」的機制若合符節（李素芬、金樹人，2016），

也得到張仁和等學者（2013）的研究支持。 

 其他諸如心理劇中的「景觀人，人觀景」（李御儂、賴念華，2019），意義治療中的

「矛盾意象法」（Corey，2005），溝通分析學派中的三種自我狀態運作及「澄清漠視」現

象（李素芬、金樹人，2016）等等，也或多或少藉由心理位移的作用，趨近於達到療癒

的效果。 

  是故，當我將這些類似於心理位移的其他治療學派技法放在不同的角度觀察時，愈

發覺得渠等與「心理位移的位格轉換」形異而神似。我漸漸的企圖擺脫「書寫療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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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從「心理位移」的各種治療方法中，以心理視角挪移的形式為橋樑，探討趨近於

「靈山意象」這種心理符碼的本質。換言之，我想藉由這些不同形式的技法，在「神似」

的位階上，進一步探討「神似」的內涵。 

 以下，先行探究源自於《靈山》書中的靈山意象，以及我對靈山意象的轉化概念圖。

稍後再從療癒的觀點探討心理位移取向的認識論與本體論。 

 

肆、林盡水源 便得一山：心理位移與內在靈山 

 

一、從苦苦到離苦的內在靈山 

 

 2020 年是世界文豪托爾斯泰（Leo Tolstoy, 1828-1910）逝世一百一十週年。托爾斯

泰觀察到俄羅斯底層民眾淒切的生存狀態，以人道主義者的悲憫文筆，透過《戰爭與和

平》、《安娜・卡列尼娜》與《復活》三部輝煌巨著，傳達終生都不曾動搖過的信念：「人

生來就有追求幸福的願望，如果連這種願望都沒有，他就不是活人。」特別是長期經歷

著生不如死的卑微與屈辱（章海陵，2020）。這種心靈深處對於幸福感的渴求，是苦難民

眾內在靈山所以棲寄之處。 

 托爾斯泰筆下西方的幸福感，亦即前面所提到的 well-being，這個狀態更貼近於華

文的「安然」或「泰然」。我們拉回文學的東方，高行健渴求的 well-being 是什麼？「在

高行健的作品中，可以見到文學從個人在群眾歷史中的掙扎得到新生。……他確信只有

透過寫作，方能得到解脫。」（瑞典皇家學院，2000） 

 為何事解脫？高行健原本是一位居住於北京的作家，當時是在被誤判了癌症且作品

被禁、害怕被批鬥的情況下倉惶離開北京，生死掙扎的足跡從長江的上游到東海之濱，

又漫無目的流浪於荒山野地。這是一個表面極度不安的逃亡之旅，可內在渴望從逃亡中

尋找能夠安頓身心的靈山。 

 靈山，我由此視之為一種華人文化中獨特的心理符碼。書中出現的靈山意象，很簡

單，又很遙遠。「你尋找靈山的路的同時，我正沿著長江漫游，就尋找這種真實，我剛經

歷一場事變，還被醫生誤診為肺癌，死神同我開了個玩笑。……我早該離開那個被污染

了的環境，回到自然中，來找尋這種實實在在的生活。」（高行健，2011，頁 13）歷代

華夏朝代更迭，平民百姓在集體潛意識所渴求的也不過是這種實實在在的心理平安。陶

淵明《桃花源記》所描述的雞犬相聞，並怡然自樂，也正是這種心理符碼的註記與映射。 

 靈山意象的實存狀態，《靈山》書中給出了有形與無形的象徵。有形的靈山，在作者

的意象中是一方沒有受到污染與壓迫的淨土，「那裡一切都是原生態的」（高行健，2011，

頁 3）。「偶然在火車上，閑談中聽人說起這麼個叫靈山的地方」（高行健，2011，頁 2），

聽說這靈山是「尤水的源頭」，這宛如《桃花源記》將理想世界的香格里拉，寄情於「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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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水源，便得一山」。且此一靈山彷彿有跡可循：「先到烏伊小鎮，再沿尤水坐小船逆水

而上」（高行健，2011，頁 3）。他在黔川鄂湘等邊區四處探訪：「這裏還有沒有原始森林？」

文學評論指出，小說中的《靈山》暗喻「沒有被當代或近代甚至古代的種種思想、體制

或意識形態所污染，仍然處於原生狀態的淨土，一種有著泥土草木的芬芳、而近似原始

的民間文化或自然淨土。」（徐照華，2005，頁 9）然而，尋尋覓覓，所得到的結果是「也

已經採伐過了」，「這裏已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原始森林」，「充其量也只能算是原始次森林」。 

 自然淨土不存，理想淨土安在？從有形到無形，靈山的意象在崇山峻嶺間有了新的

轉折，新的線索出現在第 76 回（高行健，2011，頁 527-529）。 

 

• 他迎面遇到一位拄拐杖穿長袍的長者：「老人家，請問靈山在哪裡？」  

• 「你從哪裡來？」老者反問。 

• 他說他從烏伊鎮來。 

• 「烏伊鎮？」老者琢磨了一會，「河那邊。」 

• 他說他正是從河那邊來的，是不是走錯了路？老者聳眉道： 

• 「路並不錯，錯的是行路的人。」 

• …… 

• 「可我已經從烏伊鎮過到河這邊來了，您說的河那邊是不是應該算河這邊呢！」 

• …… 

• 「那就已經告訴你了。」老者抬起拐杖，不再理會，沿著河岸一步一步遠去了 

• 他獨自留在河這邊，烏伊鎮的河那邊，如今的問題是烏伊鎮究竟在河哪邊？他實在拿不定

主意，只記起了一首數千年來的古謠諺： 

• 有也回，無也回，莫在江邊冷風吹。 

 

 什麼叫做「有也回，無也回，莫在江邊冷風吹」？這古謠諺我從來沒在他處聽聞，

究竟是神來之筆？抑或是故作玄虛？高行健的《靈山》潑墨般的塗抹了幾百頁的龍形龍

跡，無人知曉其真實樣貌，這千年古謠莫非就是巨龍之眼？我來回摩挲，靈山或許正存

在於有與無之間，來與回之間，這種有無之間辯證性的來回是一種手段，或許指向一方

淨土，意象的靈山！ 

 基於這層理解，我漸次形成靠近觀察這個現象的假設：所見的有與無是暫時的，所

不見的或許是永恆的，正如聖經所載：「原來我們不是顧念所見的，乃是顧念所不見的。

因為所見的是暫時的，所不見的是永遠的」（聖經哥林多前書第四章 18 節）。《靈山》中

的靈山隱藏在筆觸所不到之處，高遠清澈。這種中國文人祈求人生最佳的心理狀態，是

否有可能存在於心理位置轉換之無所定卻有所顯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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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靈山意象 意象靈山 

 

  心理位移書寫法為何會帶出從苦苦到離苦的轉變，這是我最想要知道的。我反覆觀

看不同的心理位移研究報告，也再回頭閱讀《靈山》，最重要的拐點是腦海中浮現的立體

圖像，有如圖 1： 

 

圖 1 

靈山意象機轉的概念化參考架構 

 

 

 

 

 

 

 

 

 

 

  從苦苦到離苦，經過了知苦、化苦、滅苦與離苦等細微的轉變過程。時間的遞移，

空間的切換，以及多重位格的敘事是心理位移轉化的三個主要關鍵因素。而所謂的轉化，

是發生在這三種因素之間彼此的疊代與遞迴。 

（一）時間的遞移：《靈山》的書寫長達七年，一般心理位移書寫研究，所要求的書寫時

間最短一周，最長三個月。 

（二）空間的切換：《靈山》的書寫空間的跨度相當驚人，且大多數是書寫者身臨的陌生

之地。一般我們在研究中看到的研究參與者，心理位移書寫研究的空間大多在工作、家

庭與休閒之間移動。 

（三）多重位格的敘事：「意識流」與「語言流」 

  時間的遞移與空間的跳耀是重要的轉化因子，多重位格敘事中「意識流」與「語言

流」的作用，增加了心靈自由的擺動幅度。就「意識流」觀之，許多單純以「我」為主

體的敘事書寫或許透過主體的宣洩而解脫，甚至超脫；高行健（2001）也承認「西方現

代文學中的意識流，從一個主體出發，追隨和捕捉這主體感受的過程」。這是「意識流」

的作用。 

  然而，高行健為了呈現語言在表述能力的淋漓縱深，加上了「語言流」的「多視點

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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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山》中，三個人稱相互轉換表述的都是同一主體的感受，便是這本書的語言結構。而第三

人稱即她，則不如說是這一主體對於無法直接溝通的異性，種種不同的經驗與意念。換言之，

這部小說不過是個長篇獨白，只人稱不斷變化而已，我自己寧願稱之為語言流（高行健，2001，

頁 194）。 

 

  對高行健而言，他在得獎後的公開場合不斷的澄清，作為一個作家他只想要讓漢語

的語言單純到只有表述，沒有其他目的，沒有任何沈重的文以載道。三種人稱的表述使

得作者能充分的表達出生活感知的角度，僅此而已。 

 

我還以為這種語言可以表達得更為充分，只要變更這主體感受的角度，譬如變一下人稱，用第

二人稱你來代替第一人稱我。或用第三人稱他來代替你，同一主體通過人稱轉換，感知角度也

就有所不同。（高行健，2001，頁 194） 

 

  出亡於靈山之旅的狼狽力竭，焦慮恐懼，經過了長達七年時空的切換流轉，使得作

者無論在白天、在黑夜，攀嶙峋、棲水涯，所有經驗到的內在不同感知能夠淋漓暢快的

從不同人稱中流淌出來。在他，「語言流」是最適當的表述方式，這《靈山》不過是一部

素樸清脆的長篇獨白。在我，則意外的透過「語言流」人稱位格轉換的「多視點敘事」，

得以疏理從苦苦到離苦轉化的心理機轉。 

  靈山的渴求原本只是個意象，如此時與空的流轉，人稱位格視角的移動，筆觸所不

到之處，意象的靈山若隱若現。 

 

伍、良田美池 阡陌交通：心理位移取向的認識論與本體論 

 

 心理位移取向指涉的是一種經由苦苦到離苦轉化所遙指的靈山意象。從療癒的觀點，

有必要進一步探討心理位移取向作為一種知識系統的認識論與本體論，也就是心理位移

技法或形式深層的哲學思維。 

 

一、心理位移取向的認識論 

 

是與不是，簡單的一分為二，是一種粗鄙的哲學。一分為三，或一分為無數、乃至於復歸於混

沌，這種認識更為高明。（高行健，2001，頁 195） 

 

  Keeney（2002/2008）將認識論定義為行為與認知背後隱含的基本假設。白話的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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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論就是一個人經驗世界的方式。二元觀點是一種認識的方式，高行健則在書寫中找

到一種多元的視角來認識世界。 

 

漢語中主語經常省略，動詞又無人稱的變化，敘述角度轉換十分靈巧。從有主語之我到無主語

之我，換句話說，從有我到泛我，乃至於無我，再轉換到你，再轉換到他，那你我乃我之對象

化，而他我，也可以視為我之抽身靜觀，或謂之觀想，何等自由。我寫《靈山》的時候，便找

到了這種自由。（高行健，2001，頁 195-196） 

 

  高行健發現位格轉換的「語言流」使得他觀看世界的流暢性得到了無比的解脫與自

在，無論客觀的世界是以何種樣貌存在。心理位移取向是戴著一個什麼樣的眼鏡，什麼

樣的視框，來理解苦的本質，以及苦的轉化？心理位移三種位格的觀察距離，好像從「我」

的顯微鏡、「你」的平面鏡到「他」的望遠鏡。由於觀看縱深的變化，對於這個客觀世界

的主觀認識也隨之改觀。 

 

（一）辯證法則 

  初期我對這種認識論的理解採取西方與東方兩種不同的取向（金樹人，2011），但都

與辯證的法則有關。前者以三方辯證法則（Johann Gottlieb Fichte, 1762-1814）為主，詮

釋心理位移觀看視野的跳動給出的知識；後者採用《老子》「反者，道之動」的哲學觀，

來解釋三種位格倆倆切換所帶動觀看世界的視覺差異。 

1. 三方辯證法則 

  我最先想到的是引用德國哲學家 Fichte 採用三元辯證法的「命題—對立—綜合」解

釋變化的公式。辯證法是一種 T-A-S 的循環。在心理學所指稱的內在歷程裡，「命題」

（Thesis：T）係指一個概念、一種認知或一個角色認定，「對立」（Antithesis：A）係指

對立的概念、認知或角色，它並不必要與 T 相反，但一定不等同於 T。「綜合」（Syntheses：

S）是一個由 T 經歷了 A 之後的產物，本質上既不是 T 也不是 A，而是一個全新的本體。 

  S 之所以產生，關鍵在於 T 與 A 是否產生「對立雙方相互穿透」（the interpenetration 

of opposites）的理解（Basseches, 1980）。這種穿透性的程度越深，由 T 到 S 的幅度會越

大。「我」所書寫的經驗內容類似於漩渦的運動，不斷的鑽牛角尖（centering）。「你」與

「他」的視角讓「我」站在一個對立或遠距的觀點，像是游牧，像是流浪，是一種去中

心的（decentering）作用。 

  這種因位移發生的觀點移轉辯證效應，酷似東方的「反者，道之動也」。 

2. 反者，道之動也 

  《老子》云：「反者，道之動也。」「道」如何而動？「反者」也。「有無相生，難易

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合，前後相隨」，率皆指出與「反」相對的這一極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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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或成為相對那一極的「反者」，才會產生「道」。有與無才能相生，前與後才有相隨，

如是形成人世間生生不息的「道」。我們看看鐘擺的運動，鐘擺向一個方向盪得太遠時，

便會擺盪回頭，否則就不是鐘擺。自然界的運作亦然：黑夜的盡頭，晨曦露出曙光；晚

霞落盡，星光才能燦爛，這是自然之道。唯獨人的「我執」，佔盡了兩極中的一端，落入

一分為二。然而，我們對現實的看法只是一種看法，不是現實本身（Fadiman, 1997/2016）；

「我」所見所思乃唯一真實（reality），此係人之所以僵化，所以煩惱最主要的原因。 

 

當你凝視深淵時，深淵也在凝視你。 

──尼采《善惡的彼岸》 

 

  這一句尼采的名言有很多解讀。放在心理位移的語境，當「我我」凝視「你我」時，

「你我」也在凝視我；當「我我」凝視「他我」時，「他我」也在凝視我。我你他的自我

狀態位移，基本上是藉著主體自發性的促成相對於「我執」的「反者」發生作用：「我位

格」的「反者」是「你位格」與「他為格」。當這個唯我獨尊，以自我為中心的「我」有

機會因為「你」或「他」而照見了「我」隱而未顯的多重面向，作為一個人的「人之道」

纔有機會活活潑潑的動了起來，代表此人之「能觀」與「所觀」起了作用。 

 

（二）能觀與所觀 

  人對於現象界的「觀」，是主體性的直觀，這種觀是因外在的「色」所引發的一連串

的「受、想、行、識」的觀。這種「觀性」的原生狀態有如「道生一」，純潔如嬰兒的四

處張望。「觀性」加入了「識」的判斷，開始「一生二」，有了是非、黑白、善惡等陰陽

二分的思維，「觀性」因而也裂解成「能觀的我」與「所觀的我」。 

  「能觀」相當於 self-as-knower，「所觀」相當於 self-as-known。美國早期心理學家

James（1890）認為自體（the Self）包括兩種不同的面向：I 與 Me（Mateusz, 2018）。I

意指 the self-as-knower，代表思考的主體，不斷的組織與解釋經驗；Me 意指 the self-as-

known，代表受體，具有物質性特徵（如身體、衣物、與財產等）、靈性特徵（如思維、

意識等）、與社會性特徵（如關係、角色、名氣等）。在我位格，兩者的區分並不明顯；

你位格與他位格出現，你我與他我中的「能觀」與「所觀」乃次第拉開。 

  「我」位格的「觀」係主體的直觀，「能觀的我」與「所觀的我」糾纏不已。尤其在

受苦當中，思慮的「反芻現象」執著在「所觀的我」（Gustavson et al., 2018）尤其明顯。

英國 Segal 等學者（2002）長期觀察憂鬱症的病患，認為憂鬱舊病復發（relapse）最難

對治的就是這種思慮的「反芻現象」。正念認知療法（MBCT）正是他們越洋向 Kabat-

Zinn 取經正念的學派。 

  「你位格」的「觀」係「能觀的我」在一個距離之外看著「所觀的你我」，也就是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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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健說的「那你我乃我之對象化」。 

  「他位格」的「觀」係「能觀的我」在一個更遠的距離之外看著高行健（2001）說

的「所觀的他我，也可以視為我之抽身靜觀，或謂之觀想。」 

  抽身靜觀的觀者在「我」位格分不出「能觀」與「所觀」，觀點是朦朧混沌的。就像

棋盤上的棋子，只顧得黑白捉對廝殺，是一種「自觀」，這種觀處於下位，在棋盤之內，

所見有限且錙銖必較。你位格與他位格對面的「能觀的我」，已經抽身至一個能觀的高

度，是一種「觀自」，這種觀就是一種上位的觀了，在棋盤之外，視野遼闊且格局宏觀。

從「自觀」到「觀自」，迷與清的分野，正是「當局者迷，旁觀者清。」（《隋唐演義‧第

一四回》） 

 當只有我的觀點在的時候，你我與他我幾乎是不存在的。你我與他我的存在，好像

是在我的面前放了一面鏡子，你我像是鏡子中我正對面的鏡像，他我像是更遠的鏡子中

我的鏡像（在高級旅館，大鏡子的側面另外備有一面小鏡子）。 

 鏡子不存在的時候，只有我的存在，我是看不到我的。如果沒有鏡子，我看不到自

己的眉，看不到自己的眼，看不到我在固執己見時所有背後的東西。鏡子裡面的世界是

原來我所看不到的。 

 換句話說，你我與他我的出現，好像瞬間在我的面前出現的鏡子，我可以從鏡中的

你與他看到我所看不到的我。我的眼，我的耳，我的鼻，我的身；我的生氣的樣子，我

開心的樣子，或者是我憂鬱的樣子，以及我的側面，我背後的一景一物。這些在只有我

的時候，特別是憂愁的我，焦慮的我，驚慌的我，所不可能看到的世界。 

 透過你我或他我這一面鏡子，我都能夠看到了；因為實體的看見，對話的空間也拉

開來。我自言自語，這僅僅是獨白（monologue）。當我的面前出現一面鏡子的時候，我

可以對著鏡子當中的你說話，也可對嗆，這是對白（dialogue），我也可再退一步對著鏡

子當中的他說話，這是遠距的旁白（narrator）。  

  易言之，我能夠以第二或第三視角，心領神會的看到較之於第一視角更細微的內容

（content）與背景（context）。你我與他我可以讓我看到一個我我看不到的區間，我們的

存有視界因此而開闊。 

 

（三）第一序理解與第二序理解 

  當遭遇到負面事件的衝擊時，個體的認知作用會直接進入一種主位式的自我覺察，

我稱之為「第一序的理解」。這種理解是平移式的，在「我」位格的現有資源中，窮盡一

切方法搜尋想要解決問題的攻略。第一序理解的困境在於自我涉入（ego involvement）

的程度甚深，通常會引發負面的情緒，長期的認知負荷與情緒干擾，易形成憂鬱反芻

（depression rumination）（Nolen-Hoeksema et al., 2008）或失功能反芻（dysfunctional 

rumination）（Kross,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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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序理解所出現的觀點，有的學者稱之為「我見觀點」（a self-immersed perspective）

（Nigro & Neisser, 1983）。「我見觀點」的特徵是從我的眼睛看我，「正在反芻負面經驗

的我與曾經經歷痛苦的我是一體的」（Kross et al., 2012, p.559）。當「我見觀點」作用時，

大腦關注的焦點在於細數（recounting）痛苦事件枝枝節節的串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以及情緒起伏（我當時的感受是什麼），離不開反覆的追敘與一再的詳敘，因而使得負面

情緒難以平息（Kross et al., 2005）。因此，平常以「我」為主語的日記書寫，大多僅能進

行第一序的理解。 

  第二序的理解是一種客位式的自我觀察，這種理解逐漸從水平抬昇至垂直。根據構

念層次理論（Construal level theory, CLT）（Liberman & Trope, 2008; Trope & Liberman, 

2003）的說法，心理距離拉開時，當事人傾向於使用抽象、去脈絡和目標導向來認識與

解析較遠心理距離的事件；這也正是在「你」位格與「他」位格出現的「外其身」的觀

察，「能觀」在一個距離之外觀看「所觀」。反之，前述第一序的理解，當事人傾向於運

用具體和情境依賴的構念層次來研判與對治心理距離較近的事件（張仁和等人，2010）。 

  第二序理解所出現的觀點，學者稱之為「我離觀點」（a self-distanced perspective）

（Nigro & Neisser, 1983）。「我離觀點」的特徵是從觀察員的眼睛看我（Pronin & Ross, 

2006），也就是讓自我成為他者（an other），「正在反芻負面經驗的我與曾經經歷痛苦的

我是拉開（心理上）距離的」（Kross et al., 2012, p.559）。距離的遠近，造成場景辨識放

大（zoom in）或縮小（zoom out）的差異。距離越近，觀察的主體纖毫畢露；反之，距

離越遠，觀察的主體阡陌縱橫。「我離觀點」作用時，心理距離拉開，反而可以增加對於

全局的洞察與理解，以不同的視角重構／重建（reconstruing）過往的經驗。 

  第二序理解的視角重構／重建（reconstruing），與意義的發現有關。「只有在脈絡的

襯托之下，事物才會產生意義」（Bateson, 1979, p.54），「我離觀點」到達一個觀看高度

後，意義所處的脈絡，定義出了意義。脫離了脈絡，意義無從而生。就像我們熟知的，

Frankl 在集中營裡觀察到，受苦的理解是一個層次，在這個層次難以脫離苦海。必須到

達一個理解的高度：從受苦的來龍去脈認識到「為何」而受苦，苦難有了意義，才能如

同尼采說的：「參透為何，悅納四方。」（He who has a why to live for can bear with almost 

any how.）（Frankl, 1959, p.84） 

  第一序理解與第二序理解的差異，可以呈現在心理位移法不同位格理解事象的話語

模式（李非、金樹人，2016）。第一序理解的話語形式來自於「獨白」，是一個角色對內

心世界單獨進行的念白。第二序理解的話語模式來自於「對白」與「旁白」，前者是至少

兩個角色之間的對話，後者在戲劇或影視中是在舞台或者畫面之外補充場景的一種解釋

性內容。 

  在「我」→「你」→「他」→「我」的書寫順序中，表徵第二序理解的「你」位格、

「他」位格、「再回到我」位格都比表徵第一序理解「我」位格的「話語模式」種類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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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性質也大異其趣，推論在心理位移書寫法中，不同位格的轉換，可以延伸當事人由

主觀到客觀視角移動。李非與金樹人（2016）分析心理位移產生了十種話語模式，「我」

位格的話語模式種類相對較少，其中「自我披露話語模式」在「我」位格佔據了大量的

位置。「你」位格、「他」位格的話語模式種類數量一樣多：「你」位格的「安慰話語

模式」排行第一，「自我認知」、「審核」和「策略」話語模式也高頻出現；「他」位

格出現最多的是「審核話語模式」，其次是「安慰話語模式」、「策略話語模式」和「自

我認知話語模式」。「再回到我」位格話語模式則類型減少，排名靠前的話語模式分別

是「策略話語模式」、「安慰話語模式」、「審核話語模式」。 

  第一序理解與第二序理解的差異，也可以呈現心理位移法在理解事象時使用的文字

特性。 

  在「我」位格為交代細膩，屬低層次具體且狹隘的構念狀態；隨著我你他位格的逐

步轉移，「他」位格為事件理解，進入高層次綜覽全局的構念狀態（張仁和等人，2010）。 

構念層次改變的證據在於不同位格中所使用的因果詞與洞察詞的變化。在黃金蘭等人

（2014）的研究中，因果詞與洞察詞均是從「我」位格提升到「你」位格，且持續維持

至「他」位格。這表示個體在「我」位格的認知視框僅是受限於負向事件的種種人事時

地物，沒有足夠的心理距離在認知上跳脫不同的可能性。當使用「你」為主詞人稱的書

寫，理性分析的構念增加運作空間，嘗試進行因果關係（因果詞）的認知理解，而致頓

悟性的詞語（洞察詞）增加。及至「他」位格時，心理距離拉開最遠，可以提供足夠的

心理空間進行反思與分析。  

 

（四）「能觀」與「所觀」之外的第三種狀態 

  前述「能觀的我」清清楚楚看著「所觀的我」，當離開鏡子再回到「我」的時候，如

同老子所說的「二生三」，這裡的「三」，不是二的延續，而是超越「能觀的我」與「所

觀的我」之外的我，第三種狀態。（龐樸，2004） 

  「反者，道之動也」的說法，也提醒我不僅要注意「反者」，更要關注「道體」之所

以發生的「動」。也就是說，三個人稱位置的靜觀已經因視角的轉移產生了新的識見，不

僅如此，位置的移動，請注意，最關鍵的是「移動」，造成了視域改變的遞迴效應。 

  遞迴（recursion）在數學與電腦科學中是一種在函數的定義中使用函數自身的方法，

在社會科學中引申用來描述以「自相似」（self-similarity）的方式重複事物的過程。例如，

「我」進入電梯，左右兩面鏡子中的「我」圖像彼此映照，是以巢狀般遞迴的形式無限

展延。以此為例，當「我」位格單獨出現時，就像還沒有進入電梯，我對我的認識僅及

於「我」。當「你位格」與「他位格」出現時，「能觀的我」（你「我」或他「我」）映照

著「所觀的我」（「你」我或「他」我），產生了對於我的遞迴效應。如果能靈活的運用心

理位移，蜂巢般的遞迴效應，無論是「我－我」遞迴、「你－我」遞迴或「他－我」遞迴，



18 
 

均有助於形成我在這個世間受苦或離苦的認識與理解。 

  遞迴效應也是G. Bateson與B. Keeney等學者最為推崇的認識論觀點。Bateson（1979）

認為信息的傳遞「因任何的差異而帶來了差異」（information is any difference that makes 

a difference）。前述的「你－我」遞迴或「他－我」遞迴，其反射迴路也正是因些微的差

異而帶來了不同。Keeney 尊崇 Bateson 為精神導師，其認識論的基礎是控制學（或譯迴

授學）（Cybernetics）（Keeney, 2002/2008）。 

 

對控制（迴授）論（cybernetics）來說，心理治療的實在乃在於心理治療者與被治療者進入交

流的遞迴關係裡頭，這是雙主體的來回摩盪運動的現場，更重要的，眼前在場的事相只是心理

治療意義的一部分，更重要的部分在於未來可變的可能性（潛勢），這潛勢部分與實現的部分

透過交接遞迴的運動，才構成心理治療實在這個複合體（即心理治療意義）。（余德慧，2008，

頁 6） 

 

  「能觀」與「所觀」之間的遞迴，「自觀」與「觀自」之間的共舞，觀的主體在這種

運動中，即便是細微的差異，也造成了差異，這些遞迴的信息差異產生了新的世界觀。

余德慧所引申的「雙主體的來回摩盪運動」與「未來可變的可能性（潛勢）」，恰如老子

所謂「反者，道之動」，「有無相生」之所以「相生」，是由於從有到無，從無到有，在遞

迴的動態影響之下，內在固守或僵化於的一泓死水才得以流轉，開始生生不息。寫到這

裡，我才恍然理解第七十六回的古諺謠：「有也回，無也回，莫在江邊冷風吹」，原來是

這麼一回事。 

  要言之，心理位移取向三種位格之間的觀看、對話、詰問、靜默，既經歷了個別位

格自身的“to be”，又朝向某種更寬廣的“becoming”，帶來一種認識「苦苦」、「離苦」，及

其「中間歷程」的知識，因其兼具入乎其內，又出乎其外的觀照特性，主體我的狀態此

時就像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說的，「故有生氣，故有高致」。 

  「我們沒有看見世界的原貌，只在世界中看見自己。」（Fadiman, 1997/2016, p.328）

我們總是不自覺地把自己的觀點認為是唯一的觀點，只看到自己。心理位移的技法像是

讓一粒靜止的沙子滾動起來，一沙一世界，也讓原本靜止的世界滾動起來。 

  這也揭示了我們自身觀點的位移會騰出「豐盈的虛空」（詳見下節），自身的確擁有

解決困境的創造性智慧，智慧的流轉帶出了自身存有的本質。 

 

二、心理位移取向的本體論 

  

 心理位移主要在解決如何由苦苦走向離苦。如若論及心理位移取向的本體論，必得

探討心理位移流變底層更核心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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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位」趨中 

 心理位移是一種個體內在「觀體」移動的狀態，藉由觀察點的位移而產生認識的變

化。心理位移流變的本質，我最欣賞與認同的論述是曹洞宗的「五位」。 

 曹洞宗舉出了「五位」的概念，原意是用來說明禪學訓練的五個階段、步驟或境界

（Fromm et al., 1970/1990）。我嘗試借用這五個境界，詮釋心理位移現象中「結構的構

型」與「移動的特性」鉅細靡遺的質地。 

1.正中偏──在「正」之中的「偏」； 

2.偏中正──在「偏」之中的「正」； 

3.正中來──從「正」之中出來； 

4.兼中至──達到「兼」； 

5.兼中到──安於「兼」。 

 「五位」之中的正與偏處於對立的位置。「正」代表一切的絕對，「偏」代表一切的

相對，象徵涉及生老病死的苦難經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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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關鍵在於第三步。第三步從

「正中」出來，是知識開始轉為生命的轉捩點，認知的了解在此轉變為動力性的生命

（Fromm et al., 1970/1990, p.102）。 

1. 正中偏 

  這是說明在「正」之中的「偏」，「偏」相當於個體在「我」「你」「他」這三個位置

的個別狀態。基本上「我」「你」「他」藉由不同的主詞帶領，反映出一個人存在於世的

多重經驗面向。然而「我」「你」「他」的背後隱然存在著一個相對的實體：「正」。這個

「正」若有似無的遙遙觀望三種「偏」。 

  正不能獨自為正，偏也不能獨自為偏。偏之為偏，是因為「正」在其中。 

2. 偏中正 

  這是說明在「偏」之中的「正」，「正」是「偏」的棲身之所。偏中正與正中偏是互

補的。因為「偏」的出現，才彰顯出「正」的可能存在；靈山原本只是山，認知、情緒

與行為「失靈」了，才會四處尋找意象的靈山。 

 個體內在的「正」是因為心理位置的移動才被自己覺察到，才發現了背後有「正」

的存在意象。「偏」各自保有各自的個體性，與「偏中正」和合，即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

體。 

3. 正中來 

  從「正」之中出來，是五位中最關鍵的轉折點。正中來的狀態是從「正」的當中出

來，介於正與偏中間，運動中飽含著內在的安詳與靜默。Suzuk 很仔細的說明「正中」

「來」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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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中來」的「正」，在使用上與「正中偏」或「偏中正」中的「正」不是同一意義。「正中來」

的「正」，要和接在後面的「中」聯其來讀作「正中」，意思是「恰好居於正和偏的中間」。「來」

的意思是「出來」，因此整個句子聯起來的意思是：「恰好來自處於對立統一體中的正和偏的正

中。」（Fromm, Suzuki & Martino, 1970/1990, p.79） 

 

 「我」「你」「他」之後的「我」，類似於「正中」來，是有生命力的，有創造力的，

對環境的覺察與反應是敏銳的。完形治療理論 F. Perls 強調個體與外在環境完全的接觸

或健康的接觸，先決條件是解決了「偏」的未竟事務（unfinished business），沒有了情緒

的風暴，沒有了內射的干擾，所指的也大概是「正中」來的意思。我很偶然的發現（金

樹人，2005），當自體的狀態是愉悅、幸福的時候，「我」「你」「他」寫出來的內容無分

軒輊，區別不出差異來。在安然（well-being）的狀態，如其所是，活潑自在；接近自性

俱足的狀態。 

  正中來的「來」不是修飾或形容用的，有特別的意義，是運動的，是有動能的。當

個體經歷了三種的「偏」，心理的狀態是在「我」「你」「他」中間遊走，在「能觀」與「所

觀」之間遞迴。當再回到「我」的時候，是一種非「我」非「你」非「他」的狀態，從

正與偏的矛盾之合一中直接出來。 

4. 兼中至 

  這是指達到「兼」。「兼」的意思，是「兩者俱」，包括了黑與白，愛與憎，善與惡等

二元現象。兼中至，表示「步入了二元世界（兼）之中」，「至」是指「正在移向目標」；

按照 Suzuki 的解釋，個體走出了颱風眼，盡最大的力量再度投身於狂風怒雨之中。這時

候的狀態，能夠無所畏懼，無所徬徨的以智慧或慈悲，與風雨同舟共濟。 

 以「我」「你」「他」心理位移的方式對話之後，個體反身再度涉足於現世。「現實的

世界」沒有改變，媳婦還是要面對經常起衝突的公婆，老師還是要面對棘手的班級經營，

部屬還是要面對無理的長官，但是迎接這些困厄的心態與意識狀態已經大不相同。在不

同對象的研究中發現（李沂蓁，2014；李素芬，2009；李亮慧，2015；張元祐，2014；

康得祐，2016；張仁和、黃金蘭與林以正，2010；Chang, Huang, & Lin, 2013），在位格

書寫之後，正向情緒會提昇，負向情緒下降，心理適應指標也明顯上揚；有的人開始有

行動力，有的人發現了問題的根源，有的人發現了困擾背後的生活基調，有的人更能夠

接納自己。 

5. 兼中到 

  此係指安於「兼」。這個階段是更一進步的到位，和前一階段兼中至的差異在於：

「至」是進行式，「到」是完成式。在這個階段個體的行住坐臥一如往昔，差別在於內在

的秩序、智慧與先前的狀態相較，已有天壤之別。看似到達終點，其實是沒有終點的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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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這五個階段的轉化，從「我」「你」「他」再回到「我」之後的兼中至或兼中到，呈

現一種執其兩端而趨中的本質：既屬「真空」，又暗藏「妙有」。 

 

（二）真空妙有 

 前述「兼中至」或「兼中到」，「兼中」在前，「至」與「到」乃水到渠成，自體來到

一種不二、真空妙有的意識狀態。真空不離妙有，妙有不離真空，這是大乘唯識學的根

本思想。心理劇、敘事治療、完形治療等幾乎所有位移形式的治療方法，都期待臻於這

種「真空妙有」的境界。 

  以完形治療為例，完形假設人的煩惱泰半來自於「極性差異」（polar differentiation），

係由心理兩極化的拉扯而帶來的衝突。藉由兩極的空椅對話（類似於「我我」與「你我」

的心理位移），對話結束後當事人多會經歷「虛空」的感覺，Perls（1969）描述為「豐盈

的虛空」（fertile void）。《道德經》中提到的「橐龠」、「玄牝」、「恍惚」、「兩行」（超脫於

是非之外，不勞心神的休息於巨輪的中央，左旋也可以，右旋也沒有什麼不可以）、「渾

沌」等字眼，都在說明這種多重位格對話之後的「真空」狀態（滕守堯，1997，頁 67）。 

 真空為體，妙有為用。Perls（1969）特別推崇這種「豐盈的虛空」，因為隨即會落入

如鏡映般的清澈與盈滿。他形容這是一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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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給我們一種無窮、無限、智慧、靈巧生

機勃勃的印象」（滕守堯，1997，頁 70）。在心理位移書寫後「再回到我」的地帶，許多

研究（金樹人，2018）都發現研究參與者實際經驗到的是心思澄澈，激發新的領悟，而

且能夠蓄勢待發。 

 總之，這種不二的體性趨近於一種真空妙有的狀態，以這種存有處境看待人與己的

關係，人與人的關係，人與宇宙萬物的關係，充滿著安之若素的泰然與自在，一切都鮮

活無比。在看似「懸空」的狀態中，隱藏著無限創造的可能。 

 

（三）「緣在」的「在世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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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由心理位移所回到的現在，其存在的本質是一種對立流轉之後回到原點，純然而

素樸。舉例來說，完形空椅技術是一種對立面流轉的不斷變化；更精確的說，就好似「現

在是過去和未來對立的不斷變化的零點」（the present is the ever-moving zero-point of the 

opposites past and future）（Perls et al., 1994）。在這種「後存在」的存在的狀態中（類似

於前述的兼中的「中」），我們可以獲致一種創造性的能力，靜觀兩個極端是如何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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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如何地完成未完成的一半（by remaining alert in the center, we can acquire a creative 

ability of seeing both sides of an occurrence and of completing an incomplete half.）（Perls et 

al., 1994）。這種存有的狀態，在我看來，非常類似於鈴木大拙所說的：「可以是有限的和

無限的，不拘的又是恆久的，受限的又是自由的，絕對的又是相對的」（Fromm et al., 

1957/1971, p.111）。 

  海德格所說的 Da-sein，一般多譯為「此在」或「親在」，意指「在世存有」（being-

in-the-world）的狀態。「在世存有」的本質就是一種限制性的存在，這種存有（being）

是被框限於世（in-the-world），受到文化與社會的制約。高行健作為一個專業作家，在

《靈山》撰寫之前，他處於一種嚴重的「受限制的存在」的狀態。作家寫作原本只面對

語言，卻不得不應付政治文化的擠壓，以及倫理道德的壓力，造成用漢語寫作的中國作

家狼狽不堪的負擔，以至於到面對語言的藝術的時候，已經精疲力竭（高行健，2001）。

在《靈山》撰寫期間，他大膽地運用人稱代名詞，急遽轉換敘事觀點，靈活自在地探索

小說得以存在的本質，文字得以存在的本質，語言得以存在的本質，因而找到高行健自

己存在的本質。此莫非老子所云：「外其身而身存」（《道德經》・第七章）耶？ 

  在這個還原本質的部分，如果我們詳細閱讀西元 2000 年諾貝爾文學獎得獎頌詞，

瑞典皇家學院的確給了相當高的認可與評價。 

  我將 Da-sein 譯為「緣在」，這不是首創。張祥龍（2002）在分析了 Da-sein 的德語

字根後，發現「緣在」最能精準的傳達 Da-sein 的精義。dasein 由兩部分組成：da（此時

此地）和 sein（存有、是）。「da」在德文中是個活潑的詞，有「那裡」、「這裡」；「於是」、

「那麼」、「但是」；「那個」、「這個」；「因為」、「當……時」、「雖然」等意（張祥龍，2002）。

不必刻意追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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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位移過程中所感受到的「此在／緣在」，也是貼近主體我的多重面相的存有，

如果還在苦苦之中，自然是苦澀的限制。然而，「三生萬物」，再回到我，應該是在「being-

in-the-world」之後的後設存有狀態：「being-on-the-world」與「being-for-the-world」了。

故曰，位格的轉換，也帶動了生命存有狀態的有機轉換。 

 

陸、得其船 便扶向路：靈山論芻議 

 

一、路漫漫兮，上下求索 

 

    「退後一步，海闊天空」、「當局者迷，旁觀者清」、「心遠地自寬」；這些雖是極其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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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的百姓語言，卻是華人千百年來從問題索解中淬煉出來的智慧錦囊。這種貼近土地的

平民智慧上不了學術殿堂，卻是心理位移的基本原理。空到極致，清到極致，寬到極致，

豈不就是可意會而不可言傳的靈山意象？ 

  在這一篇論文中，我一再折返回溯心理位移取向建構的心路歷程，不斷出現一種閃

爍不定的內在意象，混沌模糊，飄忽迷離，且難以捉摸。但這圖像又經常在生活的某個

轉角往復迂迴，尤其在巨石嶙峋的迷宮絕地走不出來的時候，特別渴望。既熟悉又遙遠，

既高遠又隱約，無以名之，若用有限的文字表述，就是靈山意象，內在的桃花源。 

  偶然中發現了多重位格書寫的療癒方法，原本的初心只是好奇的近觀這種現象，希

望能檢驗這個方法的實際效用。這一路上的機緣巧合，萌發出方興未艾的各種質性研究

（敘事分析、共識質性分析、紮根理論分析、詮釋學分析等）與少數的量化研究（實驗

研究、字詞分析、話語分析等），顯示這是貼近於生活現象的方法。情傷分手者用之，自

體免疫患者用之；教官用之，心理師用之；國中生可用，乃至成人亦可用。它的結構與

功能漸漸地由「隱晦之知」到「明晰言說」，「作為一種以生活現象為本的知識取向，被

清楚的掌握與認識」（李維倫，1995；轉引自黃光國，2004）。 

  這一次我除了交代「隱晦之知」到「明晰言說」的心路歷程，更花了諸多心力試圖

深入勾勒心理位移取向潛存的現象本體或本質，「希望在事物所呈現出來的現象中，找

出理型世界中更真實、更確定的深層結構」（黃光國，2004）。我不是學哲學的，這次是

一個大膽的嘗試。我驚訝的發現，這些內容居然在我進行諮商實踐的「個我理論」

（personal therapeutic approach）（Rihacek & Roubal, 2017）知識體系中，也是一些隱而未

顯的「隱晦之知」，藉由此次書寫而一一現身。 

  在心理諮商或治療的工作中，無論是教學、接案或督導，我習於不斷思索促使個案

療癒技法背後的機轉。從技法深究心法，前述這些「隱晦之知」，有的也多少通達其他療

癒理論的心法，「貌離」而「神合」。換言之，當諮商心理學朝著現象本質的核心走去，

「一種心智，多種形態」的知識雛形，若隱若現。此與黃光國（2014）倡議文化心理學

的「一種心智，多種心態」略有不同。心理位移取向的「多種形態」，散見在敘事治療的

問題外化（澳洲），完形治療的空椅法與家族治療的家庭雕塑（北美），意義治療的矛盾

意象法（歐陸），以及東方的止禪（奢摩他）與內觀（毘婆舍那）等。這些特定文化中的

技法都隱映因著心理視角挪移而趨近內在靈山的「一種心智」。 

 

二、嚶其鳴矣，求其友聲 

 

  黃光國在《論「含攝文化的積極心理學」》一文中指出：「所有的理論知識都要一再

回歸到豐富的現象世界中來被修改、擴充與深化。」（2014，頁 38）心理位移取向的未

來發展並未止息，「嚶其鳴矣，求其友聲」（《詩經．小雅，伐木》），我曾在 2018 年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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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有待擴充與延伸的研究方向（金樹人，2018）。諸如：心理位移所造成的認知調節或

情緒反應，是否與腦神經的活動有關？對心血管反應有何影響？心理位移自然而不著痕

跡的從位格拉開心理距離，如何契入現有認知治療理論，以及新一代「接納與承諾治療」

（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 ACT）（Hayes et al., 2006），發揮更大的治療效果？

心理位移結合空椅法或夢工作的實驗，乃至於超越文字之外的表達性藝術治療，都是一

些新的嘗試。 

  又如，王智弘（對談交流，2019 年 12 月 12 日）建議可以從原初自我修行的方法，

融合在不同學派中，擴大成心理諮商多樣輔助的形態。例如，把「我、你、他」的位移

變成心理操練技術，無紙化的轉化成認知療法的內言。或者，運用到超越文字之外的表

達性藝術治療，可以展現在繪畫、肢體表演、舞蹈或沙盤。例如我就舞蹈一個「我」，舞

蹈一個「你」，再舞蹈一個「他」；或在沙盤治療中，先做一個「我」沙盤，然後「你」

沙盤、「他」沙盤；畫畫也可以先畫一個「我」圖像，再畫一個「你」圖像，再畫一個「他」

圖像。也就是說，心理位移取向可以用在多元表達形態的不同療癒理路上。 

  如此這般多樣化的心理位移表達形式，包括肢體、舞蹈、繪畫、戲劇、歌唱、音樂

治療都可嘗試，至於有多少程度可以用來協助個體情緒紓解、增加自我覺察、提升自我

接納、促進自我照顧並達到自我安頓等之效益，均有進一步上探的研究空間。尤有進者，

上探的空間可望將「心理位移取向」朝往含攝文化特色的小型本土理論推進。 

  我原以為，心理位移書寫法只是一種適用於吾土吾民，助人自助的方法。一路走到

現在，從其療癒的效能，本質的探究，其形其貌已然不是一種日記書寫法。我藉由這次

準備這篇文章進一步思考，學界是否有可能一方面融入不同的諮商學派，擴充與深化心

理位移在不同實踐場域的應用；另一方面帶動一種思路或學術運動，朝向一種建構華人

心理調適或療癒的「靈山取向」或「靈山論」？ 

 

柒、尾聲 

 

 總而言之，從「心理位移書寫法」到「心理位移現象」的研究，藉由諮商心理學「一

種心智，多種形態」的思路，建構「心理位移取向」的知識系統，似已略見雛形。如果

跨一步提昇至推動一種含攝文化特色的學術運動，朝向建構具有華人心理調適或療癒的

「靈山取向」或「靈山論」，漫漫長路，上下求索，此其時矣。有志者，盍興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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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ychological Displacement and the Lingshan (Soul Mountain) Image: 
Constructing the Psychological Displacement Approach 

 
Shuh-Ren Jin* 

 

Abstract 

 

This paper expounds on the author’s 20-year explor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n indigenous counseling model entitled "Psychological Displacement Approach". The 

journey started with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Psychological Displacement Paradigm 

in Diary-Writing (PDPD). As the form of the PDPD evolves with research, the author began to 

engage in the speculative level of the psychological displacement phenomenon and explored 

the Lingshan (Soul Mountain) Image symbolized in the psychological displacement 

phenomenon. To date, the author has formulated the epistemology and ontology of the 

psychological displacement approa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In 

summary, this paper proposed and put forward a movement to construct the "Lingshan 

Approach" or "Lingshan Theory" as a Chinese indigenous conceptualization of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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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位移書寫的方法與理論：「自我」與「自性」的詮釋 
 

黃光國* 

 

摘要 

 

本文以「自我」與「自性」的心理動力模型，重新詮釋金樹人教授在〈心理位移與靈山

意象〉一文中對其有關「心理位移書寫」研究的文獻回顧，旨在說明：「你、我、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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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的，〈自我的曼陀羅模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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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文中，我刻

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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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教授以二十年的功夫「上下求索」，可以說是台灣心理學界對柯永河教授

在 2009 年所作呼籲的回應。這種努力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他如果注意「思源學會」

同道們過去在這方面的研究成果，他在本論文中所提出的「心理位移書寫」方法，以及

曹洞宗主張的「五位趨中」，都可能成為華人倫理療癒的重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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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金樹人教授寫的這篇〈心理位移與靈山意象〉，我立刻聯想到柯永河教授退休

九年後的 2009 年 9 月 26 日，在台灣心理學會第 48 屆年會上所做的一場主題演講，題

為〈我心目中的台灣臨床心理學〉，他說： 

 

壹、柯教授的呼籲 

     

  臨床心理學在台灣發展到現在，筆者深以為最重要的是建立純屬於自己的臨床心理學理

論。在台灣自從有臨床心理學史以來，它的定義、工作人員稱謂、臨床心理師工作場所、工作

方法與工具、工作理論、使用的讀物、課本，無一不是從美國移植過來的。時間已過了半個世

紀，目前台灣的臨床心理學界人士無論是學界的或是實務的，情況還是一樣；外界人士看來，

台灣臨床心理學界的人都深信不疑地對自己說「美國臨床學者在他們本土開拓出來的這條臨床

心理學路線是絕對不會有誤，它有多長，我們就走多久，而且不必要改變什麼繼續走下去就對

了！」（頁 55） 

 

   為了作這次主題演講，柯教授特別針對 22 位台灣臨床心理學者進行一項調查，結果

發現：他們常用的理論有六種，包括：認知治療（81.8％）、行為治療（77.3％）、折衷治

療（45.5％）、個人中心（31.8％）、精神分析（22.7％）、存在主義治療（22.7％），「但是

那些都是舶來品，沒有一套是土產的」。因此，他認為： 

 

如果在台灣的臨床心理學希望成為「台灣臨床心理學」，它必須擁有一個或數個核心理論，

而且那個或那些理論是台灣特有而其他地方所沒有且可以和其他地方平起平坐，或甚至優於且

可包容其他地方的理論在內的；不然，現在的台灣臨床心理學，充其量，只能稱為「在台灣」

的臨床心理學，而不能被稱為真正的「台灣臨床心理學」。 

 

    基於這樣的見解，他希望有些教師在職位升至教授之後，能夠：善用退休前的剩餘

教書光陰，整理或統整累積多年的諸多零散心得或資料，並從中努力尋找出一個或數個

核心概念，將雜亂無章的諸多學術經驗串成系統性的知識，由此企圖建立一套「自認不

錯」的理論系統，根據此一系統反省與解釋舊有的及新增的資料，並進一步據此預測前

有的理論系統所無法預測存在的新心理現象。 

 

貳、金教授的回應 

 

  金教授說他這個本土「心理位移取向」建構與發展的心路歷程，大致沿著一個時間

序列的先後順序逐步鋪展開來：（1）「心理位移書寫法」之萌蘖；（2）從「心理位移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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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形式流變，移步到「心理位移現象」的思辨位階；（3）求索「心理位移現象」中

隱含的「靈山意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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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從本土心理學的趨勢，呼籲提出華人的「靈山取向」或「靈山論」，以為建構華人

本土心理調適或療癒的概念化論述。 

  金教授是一位「諮商心理學的教學與研究者，部分時間進行諮商與督導的實務工作」。

他最關注的問題是「苦的本質與苦的轉化」，其實這也可以說是所有宗教與心理療癒理

論共同關注的核心問題。金教授從 2001 年起，便從自己的生命經驗出發，思索這個問

題，他的這五個步驟似乎是在回應柯教授的呼籲，這種鍥而不捨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然而，金教授也非常瞭解每個諮商學派對苦的看法充其量只是一種看法，不是「苦的本

身」。至於「苦的轉化」，翻開西方心理治療的教科書，其法則範式更是汗牛充棟。他很

謙虛地說：「本文最大的著力處，係從心理療癒的觀點，大膽初探「心理位移取向」的認

識論與本體論。」「一方面希望能融入不同的諮商學派，擴充與深化心理位移在不同實踐

場域的應用；另一方面為建構華人心理調適或療癒的概念化論述，呼籲提出一個具有華

人本土文化特色的『靈山取向』或『靈山論』，期待有興趣的學者們一齊為諮商心理學的

本土研究而努力。」 

 

參、一個新的詮釋 

 

  本文既然是對金教授這篇「靶子論文」所作的回應，在這篇回應文中，我將先簡略

陳述「自我」與「自性」的心理動力模型（Hwang, 2018），然後再以這個理論模型重新

詮釋所謂的「心理位移方法」。 

  在我所建構的〈自我的曼陀羅模型〉中（Hwang, 2011），「自我」（self）處於兩個

雙向箭頭之中心：橫向雙箭頭的一端指向「行動」（action）或「實踐」（praxis），另一端

則指向「知識」（knowledge）或「智慧」（wisdom）；縱向雙箭頭向上的一端指向「人」

（person），向下的一端指向「個體」（individual）（見圖 1）。從文化心理學的角度來看，

這五個概念都有特殊的涵義，必須作進一步的分殊： 

「人」、「自我」和「個體」的區分，是人類學者 Harris（Harris, 1989）回顧大量

的人類學文獻後，所提出來的一組概念。她指出，不論是在哪一個文化裡，人格的結構

都是由「人／自我／個體」三重結構所形成的。但在西方的學術傳統裡，個體、自我和

人這三個概念有截然不同的意義：「個體」（individual）是一種生物學層次（biologistic）

的概念，是把人（human being）當作是人類中的一個個體，和宇宙中許多有生命的個體

並沒有兩樣。 

「人」（person）是一種社會學層次（sociologistic）或文化層次的概念，這是把人

看作是「社會中的施為者」（agent-in-society），他在社會秩序中會採取一定的立場，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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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劃一系列的行動，以達成某種特定的目標。每一個文化，對於個體該怎麼做，才算扮

演好各種不同的角色，都會作出不同的界定，並賦予一定的意義和價值，藉由各種社會

化管道，傳遞給個人。 

「自我」（self）是一種心理學層次（psychologistic）的概念。在圖 1 的概念架構中，

「自我」是經驗匯聚的中樞（locus of experience），他在各種不同的情境脈絡中，能夠

作出不同的行動，並可能對自己的行動進行反思。 
 

圖 1 

自我的曼陀羅模型 

 

 

 

 

 

 

 

 

 

 

 

 

 

肆、「四聖諦」 

 

金教授說他找到「心理位移書寫法」，是一種「困而知之」的歷程。「所謂的『困』，

像是一個人被關在一個不透氣的四方格裡，綑綁在一個木頭上。」以〈自我的曼陀羅模

型〉為基礎，我們便可以來檢視金教授想方設法、企求「解困」的心理歷程： 

 

  2001 年暑假，我卸下系主任的行政職，也卸下了中國輔導學會理事長。那兩三年期間，承

接了長達一年多的教育部委託九二一地震北部心理復健專案，也有驚無險的熬過了長達一年多

「心理師法」立法的折衝。再加上專業上結合了「生涯」與「敘事」，在督導工作中發展了「個

我理論」模式，外界邀約不斷。看似走上了學術生涯的高峰，卻也陷入了一個日日夜夜都覺得

將要窒息的心理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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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陣子壓力很大，心焦氣燥。我偶有寫日記的習慣，雖說日記書寫有療癒的效果，可

那段時間寫了也無法展眉。 

  有一晚獨處，隨手翻了《與神對話》（Walsch, 1995/1998）。作者本人歷經失業、車禍、婚

變、無家可歸等生命重大的打擊，在憤怒與絕望之餘寫下對「神」的質疑，沒想來自「神」的

回應從筆尖流出，許多應答的智慧超過了問者的知識範疇。這是一種神奇的對話方式，可是讓

「神」直接來回答我的心理的困惑，說實在的我還沒有心理準備。我靈機一動，想到了與高行

健（1990）的《靈山》。 

 高行健在 2000 年得到諾貝爾文學獎，這是第一個以中文書寫的作家得到諾貝爾文學光

環，台灣掀起了一股高行健熱。聽說他未得獎之前來過台灣好幾次，都住在台北市和平東路師

大的校友會館，這會館就在師大教育學院對面。 

 我與高行健的邂逅就來自於繁體字第一個紅色封皮版本的《靈山》（1991）。他敘事的方

式相當特別，沒有故事，沒有情節，既不像小說，又不像散文。我最好奇的地方在於他在不同

的章回，以不同的位格出現多層次的敘述視角。例如： 

 

– 我從自然保護區的招待所出來，又到那位羌族鄉長家去了，門上掛著一把大鎖。 

– 你還記得你住過一個很深的庭院，門口有扇厚重的大黑門……。 

– 他孓然一身，游盈了許久，終於迎面遇到一位拄著柺杖穿著長袍的長者。 

 

用〈自我的曼陀羅模型〉來看，金教授面臨的「困境」，使他作為生物的「個體」像

是「陷入了一個日日夜夜都覺得將要窒息的心理空間」，「壓力很大，心焦氣燥」，這是佛

教「四聖諦」：「苦、集、滅、道」中所謂的「苦」。在這段期間，他試圖找各種可以讓他

「離苦得樂」的方法，這種找尋的過程，「四聖諦」稱之為「集」。「雖說日記書寫有療癒

的效果，可那段時間寫了也無法展眉」，這是「滅」，排除掉某些無效的方法。然則，在

這種狀況下，金教授如何找到自己的「道」？ 

 

伍、轉識成智 

 

他閱讀 Walsch（1995/1998）所著的《與神對話》和高行健所著的《靈山》。用〈自

我的曼陀羅模型〉來看，這兩本書都是前人所累積下來的「知識」，金教授則以自己的

「視域」為背景，「轉識成智」，找到解決自己問題的「智慧」或「可行之道」，那就是「心

理位移書寫」。 

 

  我、你、他都無姓無名，當然一看就是作者自身的位格。在《靈山》中出現許多現實世

界中的人與事，也有許多場景是精神層次的獨白。這些獨白反映出人與自然，人與人，以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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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自己的內心對話。「我」是一般作者慣常的描述方式，可有時「我」外化為一個虛擬的對象

成為「你」。 「你」的獨白有時貫穿一個不短的敘事章回，有時會出現「你」和「我」的對話。

全書「你」和「我」出現的頻率最高，關鍵的章節又會裂現另一個自我──「他」。看似「我」

「你」「他」都是這小說的主體敘述。雖然有些場景跳出一個對手「她」與書寫者進行對談，

「她」有時是一個特定對象，有時也可視為是女性的集合。閱讀時我只認定這是一種文學家敘

事的特殊文體，視角的重疊或許能交織出作者想要表達的多重意涵。 

 

這裡值得強調的是：圖 1 中 person（人）這個英文字又可以譯成「位格」，在西方基

督教的文化傳統裡，它原本的意義是「三位一體」（trinity），也是基督教徒所要認同的對

象。西方人偏好使用「三位一體」的結構，來思考個人尋求認同的思辨過程，譬如：黑

格爾哲學所說的「正、反、合」；「心理位移書寫」主張的「你、我、它」。在《內聖與外

王：儒家思想的完成與開展》（黃光國，2018）一書中，我曾經引述榮格（Carl Jung）的

心理分析理論，說明「聖父、聖子、聖經」的「三位一體」結構，無法構成穩定的「原

型」（archetype），但「四方位體」（Quarternity）卻是穩定的「原型」，譬如：佛教主張的

「苦、集、滅、道」「四聖印」，或是一般宗教所說的「信、解、行、證」。 

 

陸、「信、解、行、證」 

 

  也正是在無計可施之際，我想，如果用高行健的方法來寫日記，看看會寫出什麼。可心

裡又有一股自嘲的聲音，有誰會無聊到重複寫同樣的東西？主詞換成「你」還不是一樣？更不

用說還要換成「他」再寫一次！百般無奈，既然這個念頭在當下浮現，或許有深意，那就放手

試試吧，先用「我」將想說的說清楚，主詞換成「你」之後，放心的交付給生命之神，桴浮於

生命之流，不用意識控制，看看會自然的流瀉出哪些文字。 

 

「百般無奈」、「放手試試」正是「四聖諦」中所謂「集」、「滅」的過程，最後終於

找到了「心理位移書寫」之「道」： 

 

  我第一次用這種方式寫日記。這次的「我」一開始寫出了：「這三年我把自己放在一個不

屬於天職，違逆天命的位置。」……然後是一連串的抱怨，和以前一樣。 

  在寫「你」的時候，不期然出現了一連串來自於「他者」的指責與棒喝，相當犀利而且直

指核心，斥責的後面又能感受到很深的疼惜。我需要這樣醍醐灌頂的聲音，更需要無條件的同

理，全都來得正是時候，怎麼會這麼恰到好處。 

  在寫「他」的時候，也不過短短兩行，我你他「三個人」都爭相出現了。最吃驚的是，我

怎麼都沒料到出現了一個「傷害自己」的主題，這是通往寧靜深處的最大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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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完之後，背後龐大的壓力源並沒有消失，未來如何走自己的路也尚未明確，但情緒卻出

奇的平靜。我整個人的心情頓時安靜了下來，與書寫之前的焦躁迥然不同。 

 

用圖 1 的理論模型來說，在書寫「我」的時候，金教授是在陳述他作為「個體」的

「苦」：「這三年我把自己放在一個不屬於天職，違逆天命的位置。」……；在書寫「你」

的時候，他是站在社會的層次，告訴他自己：一個理想的教授，應當盡到什麼樣的「天

職」，實踐什麼樣的「天命」，於是他聽到了「一連串來自於『他者』的指責與棒喝，相

當犀利而且直指核心」這種「醍醐灌頂的聲音」使他能夠書寫出「他」。這「不過短短兩

行，我你他『三個人』都爭相出現」，讓他面對自己所處的客觀情境，並產生出「無條件

的同理」。這時候，他情緒「出奇的平靜」，但「背後龐大的壓力源並沒有消失」，他還沒

有找到自己的「道」。 

 

柒、內在的療癒機轉 

 

作為心理諮商的教學與研究者，金教授認為：「心理位移書寫」可能是一個「對治情

緒的有效方法」，他開始在工作坊和課堂上要求學生用這種方法書寫日記，下次回來上

課討論。「幾乎每一次的分享與討論，不同的情緒故事出現的書寫效應，在會場、在教室

繞繚的獨特氛圍，總是讓我暗自驚嘆不已。」他很清楚：「這是一個心理療癒之地新長出

來的嫩芽，從沒見過，卻充滿生趣；其內在的療癒機轉如何，有必要進行瞭解，我無法

迴避。」然則，他要如何解決自己在這個時候所面對的問題呢？ 

 

  可當時我對學術環境萌生了強烈的職業倦怠感，正考慮退休。國科會（現在的科技部）的

研究計畫申請只剩下一兩週，通常盤算退休時，對於研究已無所感。但是接下來發生的「二氣

感應以相與」（《易經》之「咸卦」），現在想起來還真是不可思議。 

 有一天早上從夢中驚醒，模模糊糊之中好似得到一個強烈的信息：你要做這個研究。我

表面上看似一笑置之，可還是偷偷想了一下，這題目從沒人做過，到哪裡去找參考文獻。最可

怕的是，這主題前不著村後不著店，寫完之後會送到哪位評審手上，到時怎麼滅頂的都不知道。

這計畫放下吧。可是接下來一整天心神不寧，不知為何放不下。 

 當天晚上，又得一夢，計畫的內容輪廓出來了，甚至連研究步驟都若隱若現。第二天清

晨，似睡非睡，似醒非醒，我在床沿呆坐了好久。被意識左右的我硬生生要將它推開，為何潛

意識主導的我靜悄悄要將它拉回來？我不再懷疑，兩週內完稿提出申請。 

 

要回答金教授的疑問：「被意識左右的我硬生生要將它（研究計畫申請案）推開，為

何潛意識主導的我靜悄悄要將它拉回來？」圖 1 的〈自我的曼陀羅模型〉已經有所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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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必須將「自我」與「自性」一併考量。 

 

捌、心靈地圖 

 

在〈自性的心理動力模型〉中（黃光國，2018；Hwang, 2018），我曾經指出：八面

體由正反兩個金字塔所構成。我在該圖中加入我所建構的〈自我的曼陀羅模型〉（見圖

2），我們便可以用它來表示「自性」的形式結構。「婆羅浮屠」佛塔，或立體的曼陀羅，

是金字塔的上半部。下半部倒立的金字塔代表「集體潛意識」，兩個金字塔之間的「四方

位體」，代表出生的那一剎那。上半部的金字塔代表自出生之後的生命。立體的曼陀羅或

「婆羅浮屠」佛塔的六層底座，為代表「智慧」的四方形：最上面是代表「慈悲」的圓

形。其橫截面則是懸在其間的〈自我的曼陀羅模型〉，代表個人生命中某一特定時刻「自

我」所處的狀態。如同圖 1 的〈自我的曼陀羅模型〉，後者由「人／個體」以及「智慧／

行動」或「知識／實踐」的兩組對立力量所構成，「自我」（ego/self）則位於各種力量匯

聚的中樞。當「自我」以其「意識」回想他過去的生命經驗時，從出生到現在所有的生

命經驗都儲存在他的「個人潛意識」裡。 

 

圖 2 

八面體：「自性」的心理動力模型 

 

 

 

 

 

 

 

 

 

 

 

 

 

 

  榮格曾經在 1945-1946 年間寫過一篇經典論文《論心靈的本質》（Jung, 1954），整合

他以往散佈在各項作品中的觀點，提出他對「集體潛意識」的完整理論，並於 195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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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完成（Stein, 1998）。這篇論文指出：從最早的時候開始，榮格的野心就是要創造一

個能從高到低、從近到遠，描繪心靈各層面的總體心理學，一幅真正的心靈地圖（map 

of the soul）。 

 

玖、集體潛意識 

 

用圖 2 的八面體來說，佛洛伊德心理分析探索的範圍僅及於正向金字塔底層的「個

人潛意識」，榮格心理學則要深入探討存藏於倒立金字塔中的「集體潛意識」。在他後來

的職業生涯裡，榮格以他病患的表現，以及他自己的內省作為潛意識素材，深入探索夢

與幻象的源頭，而逐步對人類心靈的普遍結構加以理論化。榮格認為：人類心靈結構的

最深層，榮格稱之為「集體潛意識」。這種結構是每個人都有的，並非侷限於個人或某個

病患。 

從榮格的心理學來看，「集體潛意識」是指從原始時代以來，人類世世代代普遍性心

理經驗的長期積累，沉澱在每一個人的無意識深處；其內容不是個人的，而是集體的，

是歷史在「種族記憶」中的投影，普遍存在每一個人身上。它影響著個體意識和個體潛

意識的形成，使個體的思維方式與行為方式中都隱含著民族的集體因素。個人潛意識一

度曾經是意識，而集體潛意識卻從來不曾在意識中出現過，它是客觀的，跟宇宙一樣的

寬廣，向整個世界開放（Jung, 1969）。 

金教授在考慮是否要提出申請其研究計畫時，曾經在夢中經驗到與其「意識」對反

的「潛意識」力量，這是他「個人潛意識」的作用，這種作用對於個人解決他在生活世

界中所遭遇的問題，有極其重要的意涵，容後再詳加細論。這裡先談他如何用「智慧」

解決他在「知識」上所遭遇到的難題。 

 

拾、靈山意象 

 

研究計畫通過後，金教授試圖用「心理位移書寫」的方法跟西方各種心理諮商或治

療的方法結合，包括：空椅法的「完形治療」（Gestalt Therapy），「合作取向治療」

（Collaborative therapy），「敘事治療」（narrative therapy），「正念認知治療」（Mindfulness 

Based Cognitive Therapy）。在我看來，這樣的嘗試對於西方諮商或治療技術的本土化是

饒有助益。然而，在這樣的過程中，金教授也注意到： 

 

  當我將這些類似於心理位移的其他治療學派技法放在不同的角度觀察時，愈發覺得渠等與

「心理位移的位格轉換」形異而神似。我漸漸的企圖擺脫「書寫療癒」的形式，從「心理位移」

的各種治療方法中，以心理視角挪移 的形式為橋樑，探討趨近於「靈山意象」這種心理符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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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質。換言之，我想藉由這些不同形式的技法，在「神似」的位階上，進一步探討「神似」

的內涵。 

 

在我看來，金教授之所以會有這種感覺，主要原因在在於中、西文化的根本差異。

十七世紀歐洲啟蒙運動發生之後，理性主義興起，西方人開始用「主／客」二元對立的

方式，研究外在世界中的事物。十九世紀後興起的科學心理學亦不例外。心理學家們先

是研究行為，後來研究認知。心理分析學派關注「潛意識」，卻被許多「科學主義」者打

成「偽科學」。至於中國文化中流傳久遠的心性之學，根本被打入冷宮，無法進入學術殿

堂。在這樣的時代潮流下，金教授能夠從高行健的小說《靈山》中提出「靈山意象」的

概念，確實是難能可貴的。 

 

拾壹、「心理社會均衡」與「五位趨中」 

 

在「心理位移取向的認識論」一節中，金教授引用了許多西方學者的觀點，從不同

角度，試圖說明「心理位移取向」的療癒作用。在我看來，任何諮商或心理治療的方法，

最重要的評估標準，在於其療癒效果，研究者不管要用什麼樣的理論概念來加以解釋，

都必須回到現象界中來加以檢驗。在我看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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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su, 1971）。可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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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樣的，在「心理位移取向的本體論」一節中，金教授引用了曹洞宗「五位趨中」

的主張，來說明「心理位移書寫」的變化： 

（1）正中偏──在「正」之中的「偏」； 

（2）偏中正──在「偏」之中的「正」； 

（3）正中來──從「正」之中出來； 

（4）兼中至──達到「兼」； 

（5）兼中到──安於「兼」。 

他同時引述 Fromm 等人（1957/1972）對於「五位趨中」的解釋： 

 

「五位」之中的正與偏處於對立的位置。「正」代表一切的絕對，「偏」代表一切的相對，

象徵涉及生老病死的苦難經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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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關鍵在於第三步。第三步從「正中」出來，是

知識開始轉為生命的轉捩點，認知的了解在此轉變為動力性的生命（Fromm et al., 1970/1990, 

p.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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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貳、「一心開二門」 

 

據我的瞭解，從達摩祖師渡海東來，形成教外別傳的禪宗，傳到六祖慧能之後，「一

花開五葉」，衍生出曹洞、臨濟、雲門、溈養、法眼等五個宗派。曹洞宗為晚唐時代的洞

山良價、曹山本寂、雲居道膺等人所共創，由雲居道膺傳到日本。佛教原本就有所謂「一

心開二門」的說法，所謂「二門」是指「生滅門」和「真如門」。「生滅門」是「心」在

娑婆世界中所意識到的「五蘊幻相」；「真如門」則是「心」開悟後所達到的境界。「五位

趨中」則是曹洞宗訓練禪師的方法，佛法修為旨在開出「真如門」的「正」，但五蘊幻身

又無法離開「生滅門」的「偏」，所以曹洞宗就有「五位趨中」這樣的修行方法。 

鈴木大拙是將日本禪介紹到西方的禪學大師。Fromm 則是主張「人本主義」的心理

分析學家。在這本以他作為第一作者的《禪與心裡分析》中，他說「『正』代表一切的絕

對，『偏』代表一切的相對」，已經教人難以理解；至於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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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教授和其團隊所研究和服務的對象，絕大多數都不是

出家的修行人。要用這種業經幾度扭曲的禪學，來詮釋「心理位移取向的本體論」，恐怕

有相當大的困難吧？ 

 

拾參、結論 
 

從金教授的這篇論文中，我們可以看出：「心理位移書寫」是一種很有效的心理諮商

與療癒方法。然而，實徵研究的發現是一回事，要找合適的理論或建構理論來說明實徵

研究的發現又是另外一回事。很多心理學者都以為「建構理論」是很簡單的事，有人還

說：「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理論啊！」事實也是如此，在這個出版品泛濫的時代，任何「理

論」都可以找到自己出版的空間。問題是：每一篇論文都有自己的「半衰期」，論文出版

後如果乏人問津，所謂「理論」就步上了衰亡的命運。 

如果要避免自己的「理論」走上這樣的命運，非西方國家的心理學者必須對西方科

學哲學的演化系譜有相應的理解，瞭解科學哲學重大典範移轉過程中，其本體論、知識

論和方法論變化的意涵。 

在這篇回應文中，我只是用我建構的「自我」與「自性」的心理動力模型，對「心

理位移書寫」的方法重作解釋。這樣的解釋只是個起頭而已，因為「打靶」文章的篇幅

有限，我也只能暫時擱筆，將來有機會，我會再用華人文化的宏觀角度，再來討論這個

重要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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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thod and Theory of Psychological Displacement: 

An Interpretation of Self and Self-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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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reinterpret the empirical findings reviewed by Prof. Shuh-Ren Jin in his 

paper entitled “Psychological Displacement and Lingshan Image” in the context of my 

Psychodynamic Model of Self and Self-nature. The psychological displacement of I, You and 

S/he originated from the Trinity of Christianity, and thus can not be regarded as an ‘archetype’ 

of Jung’s psychology. Therefore it may be an effective method for psychological healing but it 

cannot be used as a foundation for constructing a universal model. On the contrary, the basic 

structure of The Mandala Model of Self is based on the quaternary; which implies “culture-

inclusive theories" (Hwang, 2020). I deliberately adopted The Four Nobel Truth (四聖諦) of 

Skakyamani, namely, suffering, accumulating, extinction, and The Way as well as The Four 

Stages of Genuine Dharma Practice, namely faith, understanding, action, and realization, to 

explain the meaning of ‘transcendental formal structure’. Prof. Jin has studied psychological 

displacement phenomena for twenty years. His long-term effort should be recognized in Prof. 

Ko’s 2009 call to Taiwanese science community for local psychotherapy. 

If he could also keep in mind the research findings of colleagues in the “Si-yuan Association”, 

both the psychological displacement method of dairy writing and the Caodongzong’s (曹洞宗) 

practice of ‘five positions towards the center’ can become important methods of ethical healing 

in Chinese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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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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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心理位移書寫與現象之反思： 
效果「不疑」、調整「不宜」、理想「不移」？ 

 
張仁和* 

 
摘要 

 

本文嘗試從三個角度探討心理位移書寫，首先是對此書寫典範的肯定，即是「不疑」其

療癒效益。更進一步地，則是在效果穩定的前提下，思考其調整甚至精簡的可能，於此

筆者認為相關簡化可能是「不宜」。最後，則是探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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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由此反思近期北美心理在理想心靈型態的轉向和對話，

以切入心理位移書寫與現象在理論跟技術所扮演的整合角色。 
 
 
 
 
 
 
 
 
 
 
 
 
 
 
 
 

關鍵詞：心理位移書寫、正向心理、平衡、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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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不疑」的開始 

 

  心理位移書寫自金樹人教授發展至今（金樹人，2005，2010，2018，2021），將近二

十年下來已經有相當豐富的成果。而筆者於此結緣也來自於初入研究所時，先是由林以

正老師與黃金蘭老師介紹心理位移書寫，而由此閱讀到金樹人（2005）最先之研究初衷

與細節，至今還是難以忘懷當年看完該文帶來的感動跟啟發。而當初個人念想也很單純，

即是抱持「檢驗」心理位移書寫療癒效果之穩定，進而透過實驗控制和介入，與較大樣

本的研究參與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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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也都如期待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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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與金樹

人（2005）起先發現完好呼應（張仁和、黃金蘭、林以正，2010，2013；黃金蘭、張仁

和、林以正、程威銓，2014；Chang, Huang, & Lin, 2013），而當年筆者與其師長們所進

行的相關研究，如此看來較像是錦上添花般地在既有發現中再予以延伸，若對當年參與

種種給予一個結語，即是心理位移書寫「效益」乃是「不疑」，也是本文的第一個想法。 

 

貳、「不宜」的調整 
 

  然而，面對此般「不疑」是否真的不容許挑戰？或是對此書寫作法「不宜」調整？

就很典型的實驗設計來看，可能馬上想到拉丁方格般各式各樣的窮盡組合，然後依其結

果進行多重比較，再思考其改進之處，甚或找到最佳解法。但此思維可能隱含了好幾個

層次的「不宜」。首先關於簡化是否有類似做法，像是 Ethan Kross 教授的系列研究，主

要以自我位移（self-distancing）直接拉遠，他們僅使用「第三人稱」或是「第二人稱」

進行書寫或觀點回憶（Kross & Ayduk, 2017; Moser et al., 2017; Orvell et al, 2017），雖然

都能見此對於心理適應的正向效果，但同時也有其他研究發現不良影響。尤其在面對創

傷事件時，第三人稱觀點可能會加劇不良反應（Kenny et al., 2011）；或是當個體處於較

不穩定的自我狀態時（例如低自尊、不安全依附……等），第三人稱觀點反而會加劇其對

負面內容的感受，甚而產生過度概念化（overgeneralization）的全盤自我否定，乃至於對

心理健康與人我關係帶來不良的影響（Libby et al., 2011; Marigold et al., 2015）。 

  「簡化」的背後反映出對於「效率」追求的焦慮，在近期諮商與心理治療的研究中，

也可見其對於「次數」和「技術」之執著。各式的整合分析（meta-analysis）都在乎所謂

的積累效果，即看重介入幾次就有效？可延續多久？單次的立即效果如何？跟其他方式

比較哪樣更快？進而將治療作為緩解症狀之目的，而對於長遠於自我和心靈成長予以忽

視。然而，心理健康如同身體健康，並沒有絕對的最佳終點，而是「邁向」成長的方向，

誠如 Carl Rogers（1961）的經典著作《On becoming a person》，於標題就點出「beco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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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即長期甚至終其一生的持續，而非一蹴可及到達想像的彼岸。 

  更進一步地，簡化或是操弄單一人稱的做法，似乎也透漏出一種對於不確定或動態

捕捉的抗拒，進而冀望以此類「變異數分析」式的誤差拆解作法，細分出各種解釋變異

量的源頭。但此思維即是秉持「元素」或「單位」的可疊加想像，其預設還是來自於二

元對立和／或者線性加成的觀點，而對於「整體」和「全局」式的理解有所迴避。然而，

就如身體內各種器官間的交互影響，至今醫學都無法得出絕對解，而大自然的瞬息萬變

更是透露出不確定中的動態恆定。據此，若對心理歷程之探問以簡化做法來看，勢必只

會有見樹不見林的片面性。且由於心理位移書寫在初始建立時，乃透過縝密的文本內容

分析，並搭配對於書寫者的訪談比對，而將不同人稱的效果從局部到整體，鉅細靡遺探

究而出，是以得到的結果跟效果也並非局部或侷限的，而是有其整體和真實性。總結來

說，從簡化與效率的觀點來切入心理位移書寫，筆者於此認為是「不宜」。那最後不禁探

問的是，那書寫最終的目標或理想為何？就筆者有限的知識跟感受，於下提出最後一個

「不移」。 

 

參、理想的「不移」 

 

  要思考心理位移之最終目的或理想境地時，首要探問的是，何時需要「位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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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來看，

當個體產生「偏移」時，透過書寫的「位移」，究竟是離去更遠？還是拉回原位？就筆者

有限的體驗來看，位移之目的反是為了造就未來的「不移」；或言之，位移是為了讓個體

能再面對下一次偏移時，更能緩解而回到起始的穩定狀態。看似矛盾，但也更接近人生

常態，又或是個體本來就得因應世間種種是非矛盾。而就心理位移書寫研究的結果來看，

也發現個體在書寫後，並非就離苦以得樂般或由低潮轉入高潮，而是在正向和負向情緒

兼具的狀態，又或是情緒激發不會過度高張或過度低落，而是能有所持平。 

  由此思考的是「不移」的本質為何？或言對心理位移所期望臻至的理想境地又為何？

誠如金樹人（2005、2010、2018、2021）援引佛學對此進行探討，這點就筆者而言也相

當認同。更進一步地，從華人文化思維探討的理想心理狀態，大體來說可歸納出兩項核

心目的，即在正負與負向狀態中予以「平衡」（balance），以及在動態波盪中得以「平靜」

（tranquility），就一比較粗略的理解來看，也可以是陰陽或太極的流轉。細部對應來看，

首先，在自我結構或概念，乃期待對正向和負向的內容兩者能均勻而有所「平衡」理想，

透過心理位移書寫，個體對失落事件帶出積極意義，但同時也讓批評與關懷並至，而非

一昧地安慰求好，或只是純然的情感宣洩。另一方面，在每次書寫下，個體也讓其自我

狀態能安頓「平靜」，即是與高與低之間予以收斂，如此也呼應心理位移書寫在浸入與抽

離均存的特性，並非只選單一方向的邁進。整體來看，華人智慧或靈山追索的目標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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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思考「位移」中的「不移」，由必然的「動」來寄所理想的「靜」，而此也與金樹人

（2021）一文中繪製的靈山意象圖有所呼應，即是在動態的迴旋與拉扯中回歸平衡與平

靜。若細部對應來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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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點延伸也在於對於心理位移「現象」之可能對話與整合。近期北美心理學

也重新檢視對於過度追求正向自我價值或自我集中狀態的副作用，進而從高張自我

（hyper-ego）予以反思，帶出對弱化自我（hypo-ego）或靜默自我（quiet ego）之探尋

（Brown & Leary, 2017; Wayment & Bauer, 2018）。此轉向發人省思在於，以往北美心理

學大致是期待趨樂避苦的情感追索，抑或好上加好的自我強化（self-enhancement）。然

物極必反，盛極必衰，此轉向不只是考量對低點的緩衝，對於高點的收斂亦有所重。是

以弱化或靜默自我對應到心理位移時，此中也呼應金樹人（2021）一文所言，心理位移

不只是書寫技法，更是所謂的「心理位移『現象』」，是以更能由此來帶出在東西方心靈

療癒的整合觀點。 

  整體而言，本文嘗試對心理位移的反思，從對其效果之「不疑」、調整之「不宜」、

乃至於其理想為「不移」，三個部分提供淺見。期許能拋磚引玉，對於心理位移在書寫或

心靈現象上，帶來些許延伸與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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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rrent article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Psychological Displacement Paradigm in Diary-

Writing (PDPD) from three dimensions. The first is the unquestionable healing effect of PDPD 

in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Furthermore, based on the stability of this positive effect, the 

author also considers that simplifying the PDPD may be “inappropriate”. Finally, to understand 

the idealness of PDPD, the “unshifting” state could be the core element of PDPD. Therefore, 

the aim of PDPD is to achieve a stability that corresponds to the balance and tranquility aspects 

of Chinese culture. In summary, the integration and dialogue between American psychology 

and Chinese culture, and how PDPD can play a role in linking them ar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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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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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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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諮商心理學學刊」編輯委員會組織要點 

 
一、「本土諮商心理學學刊」編輯委員會（以下稱本編委會）由「本土諮商心理學學刊」

主編邀請組成之，任期為四年。 

二、本編委會置主編一人，編輯委員若干名，共同執行學刊之編輯與審查工作。 

三、本編委會下置編輯助理一至三人，擔任本學刊編輯之行政工作。 

四、本要點經本編委會會議通過後施行，修訂時亦同。 

 
「本土諮商心理學學刊」編輯委員會編審工作要點 

一、「本土諮商心理學學刊」（以下稱本學刊） 為定期出版之學術性期刊。本學刊之編輯

委員會為處理文稿編審相關事宜，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學刊常年徵稿，每年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各出刊一期，每期刊出至少二篇，

以文稿審查通過先後為序。主編於接到稿件後兩個月內進行審查作業。  

三、本學刊審查作業採匿名制，學刊論文稿件經主編和編輯助理執行匿名作業後，再送

交編輯委員提出審查委員推薦名單。如投稿人為編輯委員，於推薦該稿件之審查委

員人選時，應迴避之。  

四、依匿名審查者之審查意見決定稿件處理方式如下表所示： 
 
「本土諮商心理學學刊」稿件審查處理方式一覽表 

處理方式 
第一位審查委員結果 

同意刊登 修正後刊登 修正後再審 不宜刊登 
第

二

位

審

查

委

員

結

果 

同意刊登 同意刊登 修正後刊登 修正後刊登 
或再審* 送第三位複審 

修正後刊登 修正後刊登 修正後刊登 修正後刊登 
或再審* 送第三位複審 

修正後再審 修正後刊登 
或再審* 

修正後刊登 
或再審* 

不予刊登 
或再審* 

不予刊登 
或再審* 

不宜刊登 送第三位複審 送第三位複審 不予刊登 
或再審* 不予刊登 

*由主編依論文品質及審查意見裁量決定。 

五、本學刊編輯委員另訂定文稿審查暨著作財產權處理要點，以俾利審查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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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諮商心理學學刊」徵稿通告 
 
一、主旨 
 

「本土諮商心理學學刊」由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本土諮商心理學研究

發展中心、世界本土諮商心理學推動聯盟與台灣心理諮商資訊網共同出版暨發行，採學

刊與電子形式出刊。本學刊以發表心理衛生、輔導、諮商心理、臨床心理、復健諮商、

社會工作、精神醫學、精神護理、職能治療、語言治療、特殊教育、員工協助方案等與

心理學及助人專業相關學科之本土化學術專論與實務專論為主，包括：量化、質性或質

量整合的實徵研究（empirical research）、綜論性文章（review essay）以及個案研究等（不

同文章類型稿件適用不同之審查標準）。本學刊採雙匿名審查制度，發行主要目的在於

增進心理諮商與助人相關專業之學術交流、提升學術研究風氣，希望透過本學刊的平臺，

能結合更多的華人與華文使用者，善用華人語言與華人文化的特色，做出更多更好的學

術探討與研究，為增進與亞洲地區專業人員及國際的交流我們也提供英文的標題與摘要，

同時也接受英文的稿件，我們期待能跨越國際推動含攝文化（Culture Inclusive）與本土

化的研究風氣。 
 
二、稿件格式（請參閱「本土諮商心理學學刊」投稿論文格式之說明） 

 
本刊歡迎海內外中英文稿件，中文稿件以正體、簡體投稿皆可。來稿請參考「美國

心理學會出版手冊」第七版 （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7th ed.） 規定體例，每篇以三萬字以內為原則。請勿一稿兩投。稿件內容依序包括下列

各項：（有關作者個人之相關資料，僅能於作者基本資料表中呈現） 
 
（一）作者資料表（表格請至 http://jicp.heart.net.tw/04.html 下載） 

填寫作者基本資料表，載明論文題目、全體作者之中英文姓名、任職機構中英文名

稱、第一作者與通訊作者之位址、電話、傳真及 E-mail（通訊作者為本學刊為提供學術

交流而設置，請作者於投稿時提供相關資料以利進一步學術對話之開展）。 
另外，請下載作者自我檢核表乙份，以核對規定的格式是否正確，若否則填寫其理

由。填畢再以電子檔的方式與作者基本資料一併寄回。 
 
（二）中文摘要頁 

以 500～800 字為原則，含論文題目、摘要及關鍵詞（以不超過五個為原則）。 
 
（三）正文 

正文段落標題可有彈性，但宜有前言、本文、結論、以及參考文獻等之結構。 
 
（四）英文摘要頁 
  含論文題目、摘要本文及關鍵詞（以不超過 5 個為原則）。為助於與國際學者交流，

摘要本文請不少於 500 字，並以 800 字以內為原則 （自第九卷第一期適用）。 
 
（五）著作權授權同意書（表格請至 http://jicp.heart.net.tw/03.html 下載） 

投稿文章之所有作者均需分別填寫一式兩份。 
 

文稿格式、符號、標題、數字、圖表、引用書目及參考文獻等撰稿體例請參閱本學

http://tcq.heart.net.tw/standard.html
http://tcq.heart.net.tw/standar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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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投稿論文格式與本學刊之內容，或依照「美國心理學會出版手冊」第七版 （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7th ed.） 規定體例（文稿格式不符者，

本學刊將退回給作者，修正後歡迎再投稿）。 
來稿請由左至右、直式橫寫電腦打字，註明頁碼（每頁印 38 行，每行 35 字，12 級

字，段落距離 0 列，1.5 行行距）為原則。 
 
三、著作權授權條款 
 

投稿論文經本學刊接受刊登，作者同意非專屬授權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

系台灣心理諮商資訊網做下述利用：  
（一）以紙本或是數位方式出版。 
（二）進行數位化典藏、重製、透過網路公開傳輸、授權用戶下載、列印、瀏覽等資料

庫銷售或提供服務之行為。 
（三）以非專屬授權方式，授權給學術資料庫業者，將本論文納入資料庫中提供服務。 
（四）為符合各資料庫之系統需求，並得進行格式之變更。 
 
四、審稿 
 

本學刊收到稿件之後，由主編確認內容、格式是否符合本學刊之原則，交由編輯委

員推薦二位相關領域之專家進行匿名審查，審查意見與結果將主動回覆稿件作者。凡經

審查委員要求修改之文章，於作者修改後再行刊登。凡曾在相關研討會上發表過之文章、

改寫的學位論文或研究經費的來源等，請於作者基本資料表之作者註一欄中加以說明。 
  本學刊採常年徵稿、先到先審制。請將稿件以電子郵件寄至 jicpheart@gmail.com，

註明「投稿本土諮商心理學學刊」。著作權授權同意書，可擇一寄發，但以電子檔為佳：

（1）電子檔：列印紙本簽名後掃描成電子檔，或將個人簽名以圖檔插入著作權同意書電

子檔，再將成果直接寄至刊物信箱；或 （2）紙本：寄至 50007 彰化市進德路 1 號國立

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轉「本土諮商心理學學刊」編輯委員會收，或傳真至（04）
7276542；電話：（04）723-2105 #2220, 2208；E-mail：jicpheart@gmail.com 

http://jicpheart@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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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諮商心理學學刊」投稿論文格式 

 
本學刊以發表輔導、諮商心理、臨床心理、復健諮商、社會工作、精神醫學、精神

護理、心理衛生、職能治療、語言治療、特殊教育、員工協助方案等與心理學及助人專

業相關學科之本土化專論為主。接受全球之正體中文、簡體中文與英文稿件之投稿。 
版面的左右邊界 3.17 公分、上下邊界 2.54 公分，行文請由左至右。稿長以 3 萬字以

內為原則，並以電腦繕打直式橫寫，以 Word 98 以上版本格式存檔，正文中請勿使用任

何排版技術。 
正文請統一採 12 級字，段落距離 0 列，單行間距，中文部份（含標點符號）請以新

細明體與全形輸入，英文部分（include punctuation marks）請以 Times New Roman 與半

型輸入為原則。若文章中有出現表與圖，文字請在 8~12 級字間彈性調整。稿件格式請

依下列規定： 
 

一、標題層次  
 
（一）中文書寫者請依序使用 
 
層級一：第一章（主要標題、置中、粗體、內文開一個新段落撰寫） 

層級二：壹、（靠左對齊、粗體、上下空一行、內文開一個新段落撰寫） 

層級三：一、（較層級二縮排 2 字元、上下空一行、內文開一個新段落撰寫） 

層級四：（一）（較層級三縮排 2 字元、不加粗、上空一行、句後要加上句點、內文接著

層級標題同一行撰寫，成為完整的一段） 

層級五：1.（較層級四縮排 2 字元、不加粗、不空行、句後要加上句點、內文接著層級

標題同一行撰寫，成為完整的一段） 

層級六：（1）（較層級五縮排 2 字元、不加粗、不空行、句後要加上句點、內文接著層

級標題同一行撰寫，成為完整的一段） 

如下列範例所示： 

  

第一章（主要標題、置中、粗體、內文開一個新段落撰寫） 

  

壹、（靠左對齊、粗體、上下空一行、內文開一個新段落撰寫） 

  

一、（較層級二縮排 2 字元、上下空一行、內文開一個新段落撰寫） 

  

（一）（較層級三縮排 2 字元、不加粗、上空一行）。 

1.（較層級四縮排 2 字元、不加粗、不空行） 

（1）（較層級五縮排 2 字元、不加粗、不空行） 
 
（二）英文書寫者請依序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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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ered, Boldface, Uppercase and Lowercase Heading 
（置中，加粗，每個單字字首大寫，上下空一行） 

Text begins indented as a new paragraph. 
  
Flush Left, Boldface, Uppercase and Lowercase Heading 
（置左，加粗，每個單字字首大寫，上下空一行） 

Text begins indented as a new paragraph. 
  
Flush Left, Boldface, Uppercase and Lowercase Heading 
（置左，加粗，每個單字字首大寫，上下空一行） 

Text begins indented as a new paragraph. 
  
     Indented, boldface, lowercase paragraph heading ending with a period. 
    （空四格半形，標題加粗，第一個字字首大寫，上下空一行） 

      Text begins on the same line and continues as a regular paragraph. 
  
     Indented, boldface, italicized, lowercase paragraph heading ending with a period. 
    （空四格半形，標題加粗，第一個字字首大寫，不空行） 

      Text begins on the same line and continues as a regular paragraph. 
 
二、正文  
 
（一）行文原則 

一頁以 38 行、一行 35 字為原則，並註明頁碼。 
 
（二）標題與註解  
1. 文內標題請依標題層次規定方式處理，體例如前述。 

2. 表的標號與名稱的格式，包含以下原則： 

 （1）表的標號與名稱皆為 12 級字，內容則為 8~12 級字為彈性調整範圍。 

 （2）標號和名稱置於表格之上，靠左對齊，分兩行，第一行為標號，第二行為表名。 

 （3）標號的寫法：中文為「表一」、「表 1」或「表 1-1」，中文不必加粗體；英文

為「Table 1」、「Table1.1」，英文則應以粗體呈現。 

 （4）表名在撰寫上需盡量以簡短、清楚且有效的說明表達出表格的重點，不應過長。

中文表名需以粗體呈現，英文表名則為斜體。 

 （5）資料來源請於表格下方列示，以靠近正文引用處隨後出現為原則。 

3. 圖的標號與名稱的格式，包含以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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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標號和名稱置於圖片上方，分兩行說明，第一行為標號，第二行為圖名，皆靠左

對齊。 

 （2）標號的寫法：中文為「圖一」、「圖 1」或「圖 1-1」，不加粗體；英文為「Figure1」、
「Figure 1.1」，英文標號則應以粗體呈現。 

 （3）圖名在撰寫上應盡量簡短並能表達出圖形的重點，中文圖名需以粗體呈現，英文

圖名則以斜體呈現。 

 （4）中文圖名之行距設定則以可清楚看出標號和圖名之區隔為原則;英文的圖名在行

距上應設定為「2 倍行高」。 

 （5）資料來源請於圖下方列示，以靠近正文引用處隨後出現為原則。 

4. 正文當中使用註解時，請以阿拉伯數字標於相關文字的右上方，註解內容則列於頁

尾之處，以註腳方式、新細明體 10 號字處理 

 
（三）參考文獻與其它體例 
1. 參考文獻依照中文、英文順序排列，前者依作者姓氏筆劃順序，後者依作者  姓氏英

文字母順序排列，同一筆資料自第二行起中文須內縮 2 個全形字元、英文亦同。 
2. 文稿格式、符號、標題、數字、圖表、文獻引用方式及參考文獻等撰稿體例請參考「三、

撰稿體例說明」，未在體例範圍內請依照「美國心理學會出版手冊」第七版（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7th ed.）之規定體例或本學刊之內容。  

 
三、撰稿體例說明  
 
（一）文獻引用方式 

正文中引用文獻，以標示作者名（中文作者姓名全列，英文作者只列出姓）、出版時

間（一律以西元年代表示），中文引用使用全型符號，英文引用使用半型符號，範例如

下： 
1. 單一作者 

（1）中文，如：（林杏足，2002） 
（2）英文，如：（Hsieh, 2003） 

2. 兩位作者 
（1）中文，如：（謝麗紅、鄭麗芬，1999） 
（2）英文，如：（Chang & Chu, 2001） 

3. 三位以上作者 
（1）中文，若在五位作者以內，第一次出現須全部列出，如：（賀孝銘、林清文、李

華璋、王文瑛、陳嘉雯，2007），第二次出現則需簡稱，即（賀孝銘等，2007），若

有六位以上作者，則第一次出現即需簡稱。 
（2）英文，引用規則如上述之中文文獻，如：（Wang, Ratnofsky, Troppe, & Fletcher, 

2002），之後則為（Wang et al., 2002）。 
4. 翻譯本引用：請註名原作者姓名，以及作品及譯本之年代，如：（Johnson & Johnson, 

2003/2005）、（Jacobs, Masson, & Harvil, 2006/2008）。 
5. 引用兩篇以上文獻以分號隔開（中文在前，英文在後，依姓氏或字母排序） 
（1）中文，如：（張虹雯、陳金燕，2004；黃宗堅、葉光輝、謝雨生，2004；趙淑珠、

蔡素妙，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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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英文，如：（Huang & Huang, 2005; Kao & Landreth, 1997; Wu, 2003） 
 
（二）參考文獻 

中文文獻在前，英文文獻在後，需依中文筆劃與英文字母序依次列出。中文篇名、

期刊名與卷期以粗體字標示；西文篇名、期刊名與卷期以斜體字標示。此外，若引用之

文獻具 DOI 或 URI 者，應以 https://doi.org/xxxxx 格式加註 DOI 或以 https://xxxxx 格式

加註 URI（若該文獻同時具 DOI 或 URI，則呈現 DOI 即可）。 
範例如下： 

1. 書籍 
（1）中文 
張景然（2004）。團體諮商的觀念與應用。弘智。 
高淑貞（2006）。親子共讀、怎麼開始？載於何琦瑜（主編），家庭教育：贏的起點（頁

317-321）。天下雜誌。 
（2）英文 
Corey, G., Corey, M., & Collanan, P. (1993). Issues and ethics in the helping professions (4th 

ed.). Brooks/Cole. 
Collie, R. K., Mitchell, D., & Murphy, L. (2000). Skills for on-line counseling: Maximum 

impact at minimum bandwidth. In J. W. Bloom & G. R. Walz (Eds.), Cybercounseling and 
cyberlearning: Strategies and resources for the millennium (pp. 219-236). American 
Counseling Association. 

（3）譯本 
Jacobs, E. E., Masson, R. L., & Harvil, R. L.（2008）。團體諮商：策略與技巧（程小蘋、黃

慧涵、劉安真、梁淑娟譯）。五南。（原著出版年：2006） 

2. 期刊 
（1）中文 
王智弘、林清文、劉淑慧、楊淳斐、蕭宜綾（2008）。台灣地區網路諮商服務發展之調查

研究。教育心理學報，39（3），395-412。  
劉淑慧、林怡青（2002）。國三學生選擇入學學校之抉擇歷程與其影響因素。中華輔導學

報，11，71-123。 
（2）英文 
Hsieh, Y. H. (2003).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action between exogenous 

and endogenous orienting of visual attention. Chinese Journal of Psychology, 45(3), 227-
241. 

Kao, S. C., Lin, C. E., & Chiu, N. Y. (2006). A proposed e-care center for mental health 
interventions. Journal of Psychiatric Practice, 12(3), 180-186. 

3. 會議、研討會  
（1）中文 
陳巧翊、趙淑珠（2020 年 10 月 24 日）。親密關係中性困擾者之求助經驗探究──女性

當事人之敘說［論文發表］。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 2020 年會暨學術研討會，臺北

市，臺灣。 

王智弘（2020 年 10 月 24 日）。雖然不太會做研究，但沒關係：我如何走出一條學術研

究的路［專題演講］。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 2020 年會暨學術研討會，臺北市，臺

灣。 

（2）英文 

http://140.122.69.160/bulletin/3903/3903_PDF/04-%E7%8E%8B%E6%99%BA%E5%BC%98.pdf
http://140.122.69.160/bulletin/3903/3903_PDF/04-%E7%8E%8B%E6%99%BA%E5%BC%9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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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ister, K. L. (2018, April 26-29). Gender identity as a three dimensional model: Taking 
identity beyond the continuum [Roundtable session]. American Counseling Association 
2018 Conference & Expo, Atlanta, GA. 

Jin, Y. Y. (2018, April 26-29). Counseling in China [Poster presentation]. American Counseling 
Association 2018 Conference & Expo, Atlanta, GA 

4. 學位論文 
（1）中文 
李鴻昇（2020）。母親罹患思覺失調症之子女家庭角色轉換歷程之敘事研究［未出版之

碩士論文］。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施郁恆（2019）。大學生網路成癮危險因子、網路成癮與心理健康問題之相關研究（系統

編號：107NCUE5464018）［碩士論文，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

加值系統。 

（2）英文  
Massa, A. (2006). Psychophysiological correlates of childhood maltreatment and physical 

aggression perpetration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Purdue University. 
Kado Hogan, R. M. (2011). Ethical decision making of psychologists: Emotions, ethical 

decision frame, and social context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South Dakota] 
(Publication No. 3473582). ProQuest Dissertations & Theses A & I. 

5. 專門研究報告 
（1）中文 
趙淑珠、程小蘋（2001）。中學行政主管人員性別意識之評估研究。行政院國科會研究計

畫（NSC89-2413-H-018-031）。 
（2）英文  
Mazzeo, J., Druesne, B., Raffeld, P. C., Checketts, K. T., & Muhlstein, 

A. (1991). Comparability of computer and paper-and-pencil scores for two CLEP general 
examinations (College Board Rep. No. 91-5). Princeton, NJ: 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  

6. 有團體作者的網頁   
（1）中文  
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 2001 ）。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諮商專業倫理守則。

http://www.guidance.org.tw/ethic.shtm 
（2）英文  
American Counseling Association (2005). ACA Code of Ethics. May 25, 2013, Retrieved from 

http://www.counseling.org/Resources/ odeOfEthics/TP/Home/CT2.aspx 
 
（文稿格式不符者，將退回給作者，修正後歡迎再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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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諮商心理學學刊」作者基本資料表 
 

篇名 

中文： 
 
英文： 
 

關鍵詞 
（不超過 5 個） 

中文： 
 
英文： 
 

文章資訊 字數：    字   圖片：  幅   表格：  個 

姓名（註一） 

中文： 

英文： 

任職單位與 
職稱（註一） 

中文： 
 
英文： 
 

聯絡電話 

第一作者（O）：                     （H）： 
手機： 

通訊作者（O）：                     （H）： 
手機： 

聯絡地址 第一作者： 
通訊作者： 

電子郵件 
第一作者： 
通訊作者： 
（此 E-mail 將列於稿件首頁註腳處，作為學術交流之用） 

作者註（註二）  
 
註一：超過兩位以上者請依序編號排列填寫於本欄。通訊作者請於姓名右上角打星號（＊）以為標示。

ex: （1）王智弘 （2）張景然＊ （3）謝毅興 
註二：有關本篇文章相關的訊息說明，例如：研究的經費來源（如：本論文獲國科會補助，計畫編號：

○○○○）、改寫自哪篇學位論文（如：本論文係○○大學○○研究所之碩（博）士論文的部分內容，在

○○○教授指導下完成）、於研討會發表（如：本論文曾發表於○○○研討會）等訊息，將以括弧列於

本文之後、參考文獻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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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授權同意書 
 
論文名稱：                                       （以下稱「本論文」） 
 
一、若本論文經本土諮商心理學學刊（Journal of Indigenous Counseling Psychology）接

受刊登，作者同意非專屬授權予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台灣心理諮商

資訊網 做下述利用： 
1. 以紙本或是數位元方式出版 
2. 進行數位化典藏、重製、透過網路公開傳輸、授權用戶下載、列印、瀏覽等資料

庫銷售或提供服務之行為 
3. 再以非專屬授權方式授權給學術資料庫業者將本論文納入資料庫中提供服務 
4. 為符合各資料庫之系統需求，並得進行格式之變更。 

 
二、作者同意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台灣心理諮商資訊網得依其決    

定，以有償或無償之方式再授權予其他資料庫業者，有償資料庫之權利金收入則

歸【彰化師範大學】所有。 
 
三、作者保證本論文之研究與撰寫過程中合乎相關專業倫理之要求，並為其所自行創

作，有權為本同意書之各項授權。且授權著作未侵害任何第三人之智慧財產權。

本同意書為非專屬授權，作者仍對授權著作擁有著作權。 
 
此致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台灣心理諮商資訊網 
 
 

 
 
 
 
 
 
 
 
 
 
立同意書人（作者）簽名： 
 

（共同著作之作品，須每位作者各簽署同意書一式兩份，授權才可生效。） 
 

身份證字號（ID card number）： 
電話號碼（Telephone）： 
電子信箱（E-mail）： 
通訊地址（Address）： 
 

 
西元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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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ial Board Organization - Terms and Conditions 
 
▪ The Board consists of one Editor in Chief. 
▪ The Editorial Board recruit members from world with a four-year term to participate in the 

editing and review process. 
▪ The Editorial Board consists of one to two Editor Assistants for the administrative work 

involved in the editing of Journal of Indigenous Counseling Psychology.  
▪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take effect as the date of the approval or amendment of the Editorial 

Board meeting.  
 

Operational Guidelines for the Editorial Board 
 

The Operational Guidelines are developed by the board members to facilitate the editing and 
review process of Journal of Indigenous Counseling Psychology.  
Journal of Indigenous Counseling Psychology is an academic journal published quarterly with 
at least three papers per issue. Papers are published in chronological order of acceptance. 
Submissions will be reviewed within 2 months of receipt. 
▪ All submissions are reviewed under a process where both the authors and the referees are kept 

anonymous. Editorial board members shall refrain from making a recommendation of the 
referees for manuscripts authored by themselves.  

▪ Based on the referees’ comments, the acceptance of the final the submission is outlined as 
follows:  

Final Decision 
Reviewer A 

Accept as is Accept after 
revision 

Re-review after 
revision Reject 

R 
e 
v 
i 
e 
w 
e 
r 
 

B 

Accept as is Accept as is Accept after 
revision 

Accept or re-
review * 

Include a third 
reviewer 

Accept 
after 

revision 

Accept after 
revision 

Accept after 
revision 

Accept or re-
review after 

revision* 

Include a third 
reviewer 

Re-review 
Accept or re-
review after 

revision* 

Accept or re-
review after 

revision* 

Reject or re-
review * 

Reject or re-
review * 

Reject Include a third 
reviewer 

Include a third 
reviewer 

Reject or re-
review * Reject 

* Decision rests with the Editor in Chief based on the quality of the submissions and the reviewers’ 
comments. 
1. Guidelines in regard to review and copyright issues shall be developed by the Editorial 
Board to facilitate the paper review process.  
2. Contributions of each issue shall be restricted to one paper per individual as the first author. 
Each volume of the journal shall include at least two research papers external to the staff 
pa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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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 for Paper 
 

Journal of Indigenous Counseling is a scholarly, electronic journal published quarterly by Center 
for Indigenous Counseling Psychology, Department of Guidance & Counseling,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World Indigenous Counseling Psychology Alliance and Taiwan 
Counseling Net in Taiwan. The journal publishes contributions on many topics, such as guidance, 
counseling psychology, clinical psychology, rehabilitation, counseling, social work, psychiatry, 
mental health, Psychiatric nursing, occupational therapy, speech-language therapy, special 
education, 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s, etc. Our purpose is to represent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academic research, enhance the indigenous and culture-inclusive research of counseling, and 
advance the transnation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academic development and communication. We 
welcome previously unpublished empirical and review papers. Journal of Indigenous Counseling 
Psychology publishes papers in the areas of:  

1. Academic monograph, including empirical research, review essay, theory or skill about 
mental health, guidance, counseling psychology, clinical psychology, rehabilitation counseling, 
social work, psychiatry, psychiatric nursing, occupational therapy, speech-language therapy, 
special education. 

2. Practical monograph, including method or strategy in practical experiences, program 
design and practice.  
 
Manuscript Preparation 
Submission must include a title page, the submitted manuscript, two copies of Publication Form. 
Submitted manuscripts must be written in the style outlined in the Publication Format of Journal of 
Indigenous Counseling Psychology and the 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7th edition）. Any inconsistence with the format requirements will result in return of 
manuscripts. The authors are encouraged to correct the format and resubmit. All manuscripts must 
have Chinese and English abstracts both containing a maximum of 300 words（1,500 to 2,000 
characters）typed in a separate page. Up to five keywords or brief expressions can be supplied with 
the abstract. A manuscript（including tables, figures, and both abstracts）should be limited to 30,000 
Chinese words or 15,000 English words. If manuscripts have been presented in conferences, have 
sponsors, or are adaptations of academic degree theses, it should be addressed in cover letters. 
The template of title page and Copyright Authorization Form can be found at 
http://jicp.heart.net.tw/ . All the identifying information of the authors should only appear on cover 
letters not on the title page. All authors must submit two copies of completed Copyright 
Authorization Form. 
Manuscripts must be single-spaced and typeset in 12-point word size and printed on one side only 
of A4 paper with page numbers. Each page has 38 lines and each line with 35 Chinese words（not 
applicable if written in English.）. There should be no line spacing between paragraphs. The author 
must supply all submitted materials on a CD in Word files（Word 98 or above）. 
  
Publication Policies 
Upon acceptance for publication, the Department of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at the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has the right to:  
● Publish the accepted manuscript in printed or electronic version  
● Provide the accepted manuscript to commercial online databases for electronically storage, 

reproduction, offering access to read, download, or print.  
● Allow the National Library or other database services to provide accepted manuscripts to their 

users  
● Make editorial change in accepted manuscripts tailored to different format requirements of 

various database services 

http://jicp.heart.net.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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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Process 
Upon receipt of the manuscripts, the manuscript will be evaluated by the Chief Editor to ensure the 
manuscript content fit for the purpose of the journal. Then, the Editorial Board recommends two 
experts as reviewers to undergo a masked review process. Reviewer comments will be forwarded 
to the authors. 
  
Submission 
Submissions are accepted at all times. A review process starts shortly after receipt. Submission 
materials must include a title page, three copies of the manuscript, copies of completed Copyright 
Authorization Form（each author with two copies completed）and a CD with all the submitted 
materials. Please send all materials to: 
 
Editorial Board of Journal of Indigenous Counseling Psychology, Department of Guidance & 
Counseling,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No. 1, Ji-De Road, Changhua City, Taiwan 500 R.O.C. 
Tel: 886-4-723-2105 Ext.2220 
Email: jicpheart@gmail.com 

http://jicpheart@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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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Page 
Manuscript Title: 
Chinese: 
English: 
 
Key Words （maximum of five words）: 
Chinese: 
English: 
 
Author（s） and Affiliation（s）:  
（If more than one authors, please write in the order of authorship）: 
Chinese: 
English: 
 
Contact Information of the First Author and the Corresponding Author:  
（Please include telephone and fax numbers, postal address, and email）: 
 
Author’s Note: 
（If applicable, need to mention sources of research funds, academic theses the manuscript adapted from, and/or 
conferences the manuscript has been pres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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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Authorization Form 

Manuscript Tit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Will be addressed as this Manuscript throughout this form） 

1. Upon acceptance of the Manuscript, the author, I, hereby transfer and assign to Journal of 
Indigenous Counseling Psychology Department of Guidance & Counseling the copyright to: 
A. Publish the accepted manuscript in print or electronic forms. 
B. Provide the accepted manuscript to commercial online databases for electronic storage, 

reproduction, offering their users to read, download, and print. 
C. Permit the National Library or other database services to provide accepted manuscripts to 

their users. 
D. Adjust accepted manuscripts in order to fit different format requirements of various 

database services. 
2. The author permits the Department of Guidance & Counseling at the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can grant the use of this Manuscript to other database 
services for free or for a cost. If it is for a cost, the money belongs to the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3. The author adheres to all related ethical guidelines throughout the process of completing this 
Manuscript. This Manuscript is an original piece of work by the author. The author has the 
right to transfer its publishing and proprietary rights. There is no plagiarism or viol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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