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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看雙眼色，不語似無憂 

 

張德聰* 

 

摘要 

 

本文回應劉淑慧教授《本土諮商理論之發展：以辯證存在生命生涯模式為例》。 

劉教授畢其一生致力於諮商理論之發展孜孜不息，且不斷突破極致和我國文化之融入，

為我國之生涯諮商理論開展一新天地，令人敬佩，謹由下列四點提出回應： 

壹、嘗試由個人自我與專業自我之交互影響與融合 

貳、DEL 模式本土脈絡於理論創造者之發展歷程 

參、DEL 模式本土化理論發展 

一個好的心理助人理論架構探討劉教授之建構理論，個人由助人實務及教學經驗思考如

何評估一個心理諮商或治療理論，思考有以下幾點特性： 

一、周延性，二、可驗證性，三、有用性，四、有效性，五、可操作性，六、經濟性，

七、文化性，八、發展性，九、理論建構多元性，十、限制性，十一、倫理性，十二、

獨特性，十三、理論創造者人性觀之整合與分析。 

肆、由 DEL 模式本土社會科學理論未來之發展方向與策略均朝向和諧化辯證開展，並

對劉教授之貢獻簡要整理如下： 

一、開展本土生涯諮商理論，二、結合易經為文化融合的本土化，三、結合其外學引入

加以融入，四、整理個人及專業經驗統整融入，五、不斷發展持續突破，發展性之融入，

六、為我國未來生涯諮商理論開展新途徑，七、其為學態度嚴謹認真為後學建立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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芥川龍之介在其《羅生門》曾善用良寬禪師〈三界無法〉一切如來心祕密皆由眼所

出，因此寫下「君看雙眼色，不語似無憂」轉化為「君看雙眼色，不語似無愁」。 

一切心祕密，不僅可由眼中可得知，可由其行為包括口與非口語、情感、感官、人

際關係、認知，進而其談話主題、未來方向、家庭及工作中覺察。拜讀劉淑慧教授 DEL

理論嘗試由下列幾點回應。 

 

壹、個人自我與專業自我之交互影響與融合 

 

作者於其個人生涯成長的發展及專業生涯發展之交互融合發展出其辯證存在生命

生涯模式（DEL 模式）。如同作者所述： 

（1）活在世界大歷史中的個人小歷史：說明理論研發者投入諮商專業之整體生涯發展

歷程，以及投入本土生涯理論建構之緣起、挑戰與轉折； 

作者文中所述「我如何與蘊藏在脈絡中的因緣巧合共舞，如何覺察、體驗、回應生

涯發展中無可避免也無法被掌控的諸種『不確定性』，這樣的『享變』之道，刻劃了我的

實際生涯紋理以及我對實際生涯的所思所感（劉淑慧，2013）。」 

作者對反思不確定性 1.來自環境之變動不居，也來自人心難測（劉淑慧，1996，1999e；

劉淑慧、朱曉瑜，1998）。2.不確定性的根源在時間，時間帶來無常、未知，每一當下存

在總在轉瞬間成為過去……。3.更深刻的不確定性根源在個人的有限性，人看自己或置

身處境，既是「身在其中」的主體，又是「超乎其外」的客體，觀照與被觀照之間相互

糾結，連「是否確定」都無法確定。在其 DEL 理論發展中依然有其生涯發展的脈絡，其

理論發展相信會隨其生涯發展不斷與其個人自我與專業自我的融合中成長及應變。 

若進而考慮後現代心理治療如短期焦點解決心理治療（Solution Focus Brief  

Therapy）其應變之道為正向性，其時間之考量涵蓋為過去現在及未來，對過去之正向例

外成功經驗，於當下之當事人多做一點，小改變可以成大改變，對未來以假設性解決架

構，對生涯之不確定性發展為有可能正向的不確定感（positive uncertainly）。即使於未確

定中仍保持正向之方向及期待，於正向關係建立後引導當事人，以正向觀點改變敘述其

問題，甚至將問題發展為生涯目標或蓄意。符合易經，人生不會永遠處於高處。總是上

上下下、不高不低的時候居多。如《周易．乾卦》卦辭即如是說道：「初九，潛龍勿用。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九四，或躍在淵，

無咎。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上九，亢龍有悔。」其中，又以潛龍勿用、飛龍在

天、亢龍有悔常為人所用（羅秀美，2008）。 

人生生涯亦然，變是常態，面對生涯之不確定若能以接納心態，不確定後有可能有

一段時間會穩定，但再一段時間或因生涯成長生命發展或社會環境變異其他生涯變數，

或重要他人之影響可能變動，因而不確定感可能就是個人成長的動力來源，但也需要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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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人自我的突破冒險成長克服生涯困境，或生涯貴人的協助，而此生貴人也可能是當事

人自己。因此肯定作者生涯發展與存在給自己綜合定義：「生涯發展是在不確定中展開

個人生命事業的冒險歷程，生涯規劃之道即『應變之道』，悅納不確定性的智慧與勇氣

決定了人生的滋味」（劉淑慧，1999c）。 

 

貳、DEL 模式本土脈絡於理論創造者之發展歷程 

 

如同作者文中（2）從本土脈絡中長出的 DEL 模式：說明本土生涯理論陰陽在不同

面向的翻轉與突破。 

作者於生涯諮商之實務經驗中，一方面藉由所學習的西方生涯諮商理論方法，另一

方面逐漸探索東方之傳統智慧，逐漸發展理論建構及運用於實務工作之研究驗證，然而

個案的獨特性及多元性，因此本土生涯理論在不同面向的翻轉與突破。如同其引用易經

陰陽相互轉化，且因人之多元特性與環境、生涯經歷及生涯目標雖已經由「德性存在生

涯模式」其後更名為「辯證存在生命生涯模式」，但相信隨著作者之體驗及研究實證更加

豐富或許仍有再度天蟬再變之翻轉及突破。因為生涯可能是不斷生生不息，變又再變，

隨著作者之生命成長與專業生涯成長，相信視野經驗不斷擴展，其理論仍有再突破再成

長的機會，因此其辯證存在生涯模式（DEL 模式）必然伴隨筆者在世界大歷史中開展的

個人小歷史而發展出來的產物，及作者生涯實務經驗，在一次次的困頓轉彎中，再嘗試

過更多種本土化策略，從而展開了生涯專業之本土化及建構新的辯證存在生命生涯模式

（DEL 模式）。 

 

參、DEL 模式本土化理論發展 

 

（3）DEL 模式之辯證化和諧觀點：以筆者之個人生涯發展與本土化理論發展，作

者嘗試闡明 DEL 模式之空間性、時間性、可能性、循環性、目的性、趨向性、方法性、

律動性論述。 

由作者之 DEL 模式所具有之八種特性，可以體會作者嘗試由生涯時空觀點，亦可

兼涵 Super 之生涯彩虹圖理念，與中國古人宇宙觀，古往今來為宇，上下古今為宙，提

出 DEL 模式空間性、時間性，目的性，由易經之理念亦可發展出可能性、循環性趨向

性、方法性、律動性論述；並由易經之陰陽和諧及互動探討出奇理論之辯證化和諧觀點。 

個人由助人實務及教學經驗思考如何評估一個心理諮商或治療理論，思考有以下幾點特

性： 

一、周延性：任何理論必然建構其理論之周延性，以期可被驗證及應用。 

二、可驗證性：理論是可經其他學者或專業人員驗證證實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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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用性：理論是有實用價值的。 

四、有效性：理論是被專業驗證包括當事人、當事人重要關鍵者、督導及諮商或心理治

療者共同認定對當事人問題能有效解決。 

五、可操作性：理論是有標準化的操作程序。 

六、經濟性：理論之運作合乎經濟效益而非耗時、耗人力、耗財。 

七、文化性：理論必須結合在地文化的有效因子如文化融合。 

八、發展性：理論可以於其專業治療領域有發展擴展的可能性。有許多助人理論更對人

格之發展有其明確之界說如精神分析論。 

九、理論建構多元性：理論建構能包容如時間、空間、理念及技巧的多元性融入。 

十、限制性：任何心理理論都有其限制性，必須加以驗證及探索提供給使用者參考。其

運用者之專業背景及需要之訓練必須明訂，其適切使用之當事人範圍亦須明確說明，以

能保護當事人。 

十一、倫理性：任何心理助人理論必須和於心理專業之專業倫理。 

十二、獨特性：理論之發展需要更具前述之有效性、發展性，及其他特性以能顯現此理

論獨特性以便能彰顯此理論的價值及特殊性。 

十三、理論創造者人性觀之整合與分析。 

  任何理論之個人生平經歷與專業生涯發展必然影響其理論建構，如何客觀分析與主

觀詮釋之相互辦證，可以更具體探討創作者之人性本質及人性觀。 

 

肆、DEL 模式本土社會科學理論未來之發展方向與策略均朝向和諧化辯證開展 

 

由創造者之論文重點，（4）從 DEL 模式展望本土社會科學理論之辯證化和諧發展：

有鑑於社會科學理論發展猶如人之生涯發展，寄望本土社會科學理論未來之發展方向與

策略均朝向和諧化辯證開展。 

許多理論發展中必然遭到挑戰與質疑．朝向和諧化辯證前，開展創造者之理論模式

必然經過討論驗證及創造者自我之反思辯證，所謂 

「塵勞迥脫事非常，緊把繩頭做一場。 

  不經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 

（引自唐代黃櫱禪師的《上堂開示頌》） 

 

佛告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降伏其心！所有一切眾生之類：若卵生、若胎

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我皆令入

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眾生，實無眾生得滅度者。何以故？須菩提！

https://www.arteducation.com.tw/authorv_4802843aa661.html
https://www.arteducation.com.tw/shiwenv_d99474e71e35.html


64 
 

若菩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非菩薩。」換言之菩薩無論其所生，亦無諸

相皆為其自然之相，即以平常心面對眾生，無差別心與眾生同理感化。或許理論之創設

過程會見到諸生諸相，因而衝突冒險，然到了返璞歸真大悟之際會朝向和諧化辯證開展。 

「 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 

即世間，凡是有所為而成的法，都是生滅無常，如夢、如幻、如泡、如影、如露亦如電，

凡屬有所為，終究是虛幻的，應該都視為有如此六種一般。 

心理治療理論由文獻上呈現超過五百多派，如同前述金剛經知法如夢幻泡影，如同

俗諺:長江後浪推前浪．相信未來尚有更多理論之出現，劉教授畢其一生致力於生理理論

之發展孜孜不息，且不斷突破極致和我國文化之融入，為我國之生涯諮商理論開展一新

天地，令人敬佩，其貢獻如下： 

一、開展本土生涯諮商理論。 

二、結合易經為文化融合的本土化。 

三、結合其外學引入加以融入。 

四、整理個人及專業經驗統整融入。 

五、不斷發展持續突破，發展性之融入。 

六、為我國未來生涯諮商理論開展新途徑。 

七、其為學態度嚴謹認真為後學建立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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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 Sorrow Cannot be Described in Detail 

 

Der-Chung Cha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a response to Professor Shu-Hui Liu’s “The Development of an Indigenous 

Counseling Theory: Dialectical Existential Lifecareer Model as an Example”. Professor Liu has 

admirably devoted her life to the development of physiology theory, constantly breaking 

through the extremes and integr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to develop a new world for career 

counseling theories in our country. In this article, I would like to respond to the following four 

points: 1. The attempt to influence and merg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personal self and the 

professional self. 2. The local context of the DEL model and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oretical creators. 3.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calized theory of the DEL model. To have a 

helpful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exploring Professor Liu’s constructive theory, based on my 

helping practice and teaching experience, I propose that the evaluation of theories of counseling 

and therapy should have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1) Extensibility; (2) Verifiability; (3) 

Usefulness; (4) Effectiveness; (5) Operation Workability; (6) Economy; (7) Cultural; (8) 

Development; (9)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diversity; (10) Restriction; (11) Ethic; (12) 

Uniqueness; and (13) Integr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theory creator's view of human nature. 4. 

From the DEL model, the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and strategies of local social science 

theories should move towards harmony and dialectical development. In addition, a summary of 

Professor Liu's contributions are as follows: (1) Developing a localized theory of career 

counseling; (2) Combining the Book of Changes as the localization of cultural integration; 

(3)Introducing and integrating foreign studies; (4) Organizing and integrating personal and 

professional experience; (4) Continuous development, continuous breakthroughs, and 

integrating developments; (5) Developing new approaches for future career counseling theories 

in our country; and (6) Rigorous academic attitude and dedication to establishing a model for 

future schol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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