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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善用東西文化以開展本土化研究：以建構含攝文化理論的知識論策略

與本土社會科學創造詮釋學為工具 
 

王智弘* 

 

摘要 

 

    本土化研究是一種善用東西文化以深化個人學術研究與實務能力的研究取向，雖然

是屬於學術活動的範疇，卻帶有文化運動的特質，更蘊涵有生涯探索與生命願景的建構

過程，因身處當下時空之亞洲社會科學學者，位處東西文明的交融之地，承接了世界文

化發展的成果，如何對東西文化加以善用，以不斷提升社會科學的研究成果，活出個人

的學術生命與文化生命，更對各自專業的服務對象以及世界人類做出積極的貢獻，這是

亞洲社會科學學者的重要使命與珍貴機會，本文以西方的科學哲學以及東方的儒釋道文

化為焦點，探討如何善用東西文化以開展本土化研究，並以「建構含攝文化理論的知識

論策略」為進行本土化研究之理論架構，針對巴斯卡「批判實在論」的「科學發現的邏

輯」與傅偉勳的「創造詮釋學」之內涵進行深入探討，再說明秉持「整全的多層遠近觀」

之意旨，將五層辯證之「創造詮釋學」開展出「轉謂」或「變謂」層次，使創造的詮釋

者可以西方之現代社會科學或諮商心理學的視角或語言，而對東方文化傳統經典與智慧

加以解析與運用，將東方文化傳統中重要思想家之思考脈絡以創造性詮釋的方法發展至

當代，而能在具現代處境的理解之下，轉化或變化為現代社會科學或諮商心理學本土化

可用的知識系統，並進行社會科學、心理學或諮商心理學本土化的理論建構，由而發展

出「實、意、蘊、當、必、轉」六層辯證詮釋之「本土社會科學創造詮釋學」，以作為本

土化研究學者善用東西文化以開展本土化研究的方法論工具。本文最後也針對由夏允中

教授主編的「本土化學術研究的發表與展望」專題之六篇各具特色的本土化研究論文進

行簡介，並推薦讀者加以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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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歐美國家為主的西方文化發展在近代世界文明發展史中似乎佔有主導的地位，隨

之而起的近代社會科學之學術發展，亦自然成為全世界社會科學發展的主流，而非西方

的國家，比如亞洲地區，在吸收西方主流社會科學學術成果之後，應用於本地的社會環

境與生活現場時，卻可能發生適用性的問題，因此，在地化（localization）與本土化

（indigenization）議題也自然而起。本土化研究向來被視為一種學術運動（黃光國，2004；

蕭全政，2000），台灣的本土化運動在心理學領域最為蓬勃，心理學本土化的運動最早起

自 1970 年代末期，世界上不同地區的心理學家開始倡議心理學的本土化取向，這些心

理學家主要來自非西方的國家，比如墨西哥、韓國、日本、菲律賓、印度以及台灣（Hwang, 

2005），台灣的心理學本土化其實本是社會科學本土化的一環，此一本土化運動應起自

於 1980 年在台北中央研究院舉辦的「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的中國化科際研討會」與會

後出版的「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的中國化」論文集（楊國樞，1993；楊國樞、文崇一，

1982；蕭全政，2000）。此當為華人社會科學本土化運動的濫觴與里程碑（王智弘，2014）。

社會科學「中國化」的用語在經歷多年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與研究理念上的轉變而

逐漸定調於「本土化」的用語和研究取向（楊國樞，1993；蕭全政，2000），惟後續的發

展，心理學本土化有一枝獨秀的現象，其他社會科學學門相對沉寂，而心理學領域中又

以社會心理學門投入本土化運動最為積極，以筆者本身所屬之諮商心理學門的本土化運

動則可以 2016 年在南投日月潭舉辦之「第一屆本土諮商心理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作為

重要的里程碑（王智弘，2016）。本土化運動在經歷 30餘年的發展之後，黃光國（2018）

認為台灣的心理學本土化運動已找到自己的哲學基礎，也就是已找到自己的「道」，已能

宣告成熟，接下來就是要總結心理學本土化的成功經驗以推動社會科學本土化。以此觀

之，2018 年「中華本土社會科學會」（思源學會）的成立則可謂社會科學本土化的另一

個重要里程碑（王智弘，2020），接續了台灣社會科學本土化的發展，此一學會的成立提

供了社會科學本土化重要的學術交流平台，隨著小型讀書會的不定期舉行，每年大型年

會與國際研討會的舉辦，以及中華本土社會科學期刊的發行等，讓社會科學領域不同學

門的學者可以彼此交流、增長見聞。就目前的發展來看，本土化研究似乎可被看作是一

種善用東西文化以深化個人學術研究與實務能力的研究取向，雖然是由社會科學領域學

者所關心與推動的主題，而被歸屬於社會科學的學術活動範疇，卻因其經常議及五四運

動之檢討與反思（王智弘、朱建民，2019；王智弘等，2019），而被認為其帶有文化運動

的特質，再加上投入其間的社會科學學者通常會歷經學術發展的轉折，並懷抱文化傳承

的使命與熱情，因而蘊涵著本土化學者之生涯探索與生命願景的建構過程。 

    對身處於當下時空之亞洲社會科學學者來說，因位居東西文明的交融或衝擊之地，

雖面對文明抉擇的掙扎，但也承接了世界文化發展的成果，如何對東西文化加以善用，

以不斷提升自身社會科學的研究成果，透過對東西文化的吸收、融合與創新，以活出個

人的學術生命與文化生命，並進而對各自所在專業的服務對象以及世界人類做出積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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貢獻，似乎是當前亞洲社會科學學者的珍貴學術機會與服務機會，本文試圖以西方的科

學哲學以及東方的儒釋道文化為焦點，探討如何善用東西文化以開展社會科學本土化研

究，並以巴斯卡（Roy Bhaskar, 1944–2014）之「批判實在論」（Critical Realism）與傅偉

勳（1933－1996）之「創造的詮釋學」為例，嘗試說明本土化研究學者如何善用東西文

化以開展本土化研究。 

    黃光國（2004）認為對西方科學哲學的了解是推動心理學與社會科學研究的重要知

識背景，特別是其引用華爾納（Fritz Wallner）在「建構實在論」（constructive realism）

中所提出的生活世界（life world）與微世界（microworld）的觀點（Waller, 1997；華爾

納、沈清松，2018），進一步提出科學微世界（科學的理論建構）的概念，用以描繪生活

世界（黃光國，2018），並以「批判實在論」做本土化研究理論建構的邏輯基礎，陳復

（2016）基於對黃光國觀點之觀察，認為其學說乃以生命世界與微觀世界之概念，通過

多重哲學典範為研究方法，並藉由關係主義之視野進行相互交融，並以「多重哲學典範

圖」為名，將之繪製成圖 1。 

 

圖 1 

多重哲學典範圖 

 

 

 

 

 

 

 

 

 

 

 

註：取自陳復，2016，黃光國難題：如何替中華文化解開戈迪安繩結，本土心理學研究，46，

92頁。 

 

黃光國認為陳復之觀察所得與其理念有所出入，而將「多重哲學典範圖」加以修正

如圖 2，並命名為「黃光國的文化主體策略」（黃光國，2017，2018），如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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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黃光國的文化主體策略 

 

 

 

 

 

 

 

 

 

 

註：取自黃光國，2018，社會科學的理路（第四版思源版），頁 3。心理。 

 

在此等策略中，科學哲學中的「結構主義」（Structuralism）、「建構實在論」與「批

判實在論」等觀點，顯然是重要的核心概念，本土社會科學家以「建構實在論」的觀點，

透過對「生活世界」的觀察，以「結構主義」的觀點探求「生活世界」表象下的深層結

構（源自文化傳統），據以建構「科學微世界」（社會科學理論之模型），用以分析與說明

「生活世界」，並透過「批判實在論」的經驗檢驗過程，以確認理論之成立。其中經驗檢

驗過程不同於「實證主義」（positivism）是建立在「先行條件」（ antecedent conditions）

上之因果關係解析，「批判實在論」是建立在具先驗（transcendental）性質的「機制」

（mechanism）上之因果關係解析（黃光國，2018；Bhaskar, 2008）。但黃光國（2017）

在提出上述之文化主體策略兩年之後，在含攝文化理論（Culture-Inclusive Theories）一

書中（Hwang, 2019），則加以修正如圖 3。 

黃光國（Hwang, 2019）並就圖 3 中各科學哲學理論的貢獻加以說明，「建構實在論」

區分了「科學微世界」與「生活世界」，而「批判實在論」則提供了建構「科學微世界」

的哲學基礎，即是因其強調能在「生活世界」中創生各種現象的「機制」之重要性，而

「結構主義」則用以連結「科學微世界」的創生「機制」與「生活世界」中行動的關係。

因此等「結構主義」是允許結構的主體有建構功能的，因此，結構的「機制」能夠與「生

活世界」中的經驗相連結（Piaget, 1968/2018）。建構含攝文化理論的知識論策略，亦是

社會科學研究的文化主體策略，也就是本土社會科學家可用以建構本土化理論的研究策

略（Hwang, 2019），其中相當重要的科學哲學關鍵概念即是巴斯卡（2008）所提出的批

判實在論。其可為本土化研究的三階段策略（王智弘，2014，2017；王智弘等，2017；  

 



x 
 

圖 3 
建構含攝文化理論的知識論策略（Epistemological strategy for constructing culture-inclusive theories） 

註：取自 K. K. Hwang, 2019, Culture-inclusive theories, p. 13.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黃光國，2009，2018；Hwang, 2012）：理念探索、理論建構與研究驗證，提供了很好的

科學哲學基礎。此等理論建構的核心概念主要是巴斯卡（2008）在批判實在論中特別提
出「科學發現之邏輯」（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的理論，如圖 4。 
 
圖 4 
科學發現的邏輯（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註：取自 R. Bhaskar, 2008, A realist theory of science, p. 135. Routledge. 



xi 
 

    圖 4所要表達的邏輯如下（黃光國，2019，402-408頁；Hwang, 2019, p. 17-20; Bhaskar, 

2008, p. 133-138）： 

    1. 就（1）而言，涉及對外在事件（event）、系列（sequences）與不變性（invariances）

的觀察，「古典經驗論」的觀點，無論是大衛﹒休謨（David Hume, 1711-1776）或後續的

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1989-1951）、主張「邏輯實證論」（Logical Positivism） 

的維也納學圈（Vienna Circle）等「實證主義」者的看法，主張透過歸納法（inductive）

以對事件、序列與不變性的觀察以確認規律性（regularity）的不變性而獲得知識，「先驗

實在論」（Transcendental Realism）的觀點，雖亦重視對事件、系列與不變性的觀察以確

認知識，但「先驗實在論」卻辯證性（dialectic）的主張不變性是理論模型中「機制」發

生作用的結果（result），因此，「先驗實在論」強調的是結果的不變性，而非規律性的不

變性。 

    2. 其次就從（1）到（2）的轉變過程而言，雖然「先驗實在論」與以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為首的哲學家所主張之「先驗理念論」（Transcendental Idealism）都認 

為知識的獲得過程中涉及了創造性的模型建構（model-building），需要設想出據以產生

所欲討論（研究）現象的合理之創生性（或生成性）（generative）「機制」。 

    3. 但是再來就（2）而言，巴斯卡認為「先驗理念論」對創生性「機制」的設想是

虛構的（imaginary），而「先驗實在論」對創生性「機制」的設想是想像的（imagined），

因為想像的可能是真實的（real），並且可逐漸被確立為已知是真實的（known to real），

但是虛構的則不能，其中虛構的/真實的乃標誌著本體論（ontological）的分水嶺，而想

像的/已知是真實的則是一個認知的（epistemic）分水嶺，本體論的分水嶺是難以跨越的，

而認知的分水嶺是可以跨越的。 

    4. 再就從（2）到（3）的轉變過程而言，就是跨越認知分水嶺的過程，在前一個時

間點是想像的，而在下一個時間點則可能是已知是真實的，這其中的轉變涉及經驗驗證

（empirical-testing）的過程，需要有實驗的生產和控制，使其中模型中假設機制的真實

性受到經驗的審查。也就是，科學的任務即是在確認假設的或想像的「機制」是否是真

實的，並進行充分的說明，因此，科學可說是一個運動的過程，涉及三個不同的階段，

但是這些階段不能等同於時間順序的時刻，它們是互有關聯的科學階段，如果我們能允

許從（2）移動到（3）的可能性，我們最終可以維護從（1）移動到（2）的合法性，也

就是經驗的驗證支持了想像的合法性。 

  上述「批判實在論」在科學發現的邏輯中所主張：建構創生性機制並進行經驗驗證

的觀點，與社會科學或諮商心理學本土化的研究策略頗為契合（王智弘，2014，2015，

2017；王智弘等，2017；黃光國，2009，2018；Hwang, 2012），此等策略建議本土化研

究可透過三階段的研究步驟加以展開：（1）理念探索（並涉及欲討論與研究對象的選擇）：

藉由善用東方哲學中傳統智慧為題材（比如：儒釋道文化傳統），並以西方科學哲學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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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論（建構含攝文化理論的知識論策略/科學發現的邏輯）為基礎，巧妙地選擇合適的文

化內容與研究方法進行社會科學或諮商心理學本土化研究；（2）理論建構：進行既能代

表普世心智，又能代表東方文化心態（黃光國，2011；Shweder et al., 1998）的社會科學

或諮商心理學本土化理論建構（包含創生性「機制」的模型建構）；（3）研究驗證：進行

能驗證社會科學或諮商心理學本土化理論的實徵研究（經驗驗證），以確認其學術與實

務應用價值。 

   如果說西方的科學哲學提供了本土化的知識論策略，如何善用東方哲學中傳統智慧

即是本土化研究可以好好耕耘的文化沃土，特別是傳統文化經典更具有研究的價值，不

過對於使用傳統文化經典以進行學術研究或現代的應用，傅偉勳（1986，1990）強調要

抱持「批判的繼承與創造的發展」原則，不是復古而要創新，其並建構出五層辯證詮釋

之「創造的詮釋學」以作為古典新用的創新詮釋策略，其內容包括「實謂」、「意謂」、「蘊

謂」「當謂」與「必謂」（或「創謂」）等五個層次，可依序探討如下（傅偉勳，1986，1990，

9-46頁）： 

  1. 第一個層次是「實謂」層次，其任務主要在確認「原思想家實際說了什麼？」也

就是日常語言哲學（Ordinary Language Philosophy）所謂的「習常地說出了口」的語言，或

「性之所至之言」（愛新覺羅﹒毓鋆，2019），也就是思想家當時說出口或寫下來的內容，

此一層次所用的詮釋方法主要是透過考據以及原典研究（textual studies），有時候甚至需

要佐以義理的辨明，方可確認最接近原典的用字與用語。 

  2. 第二個層次是「意謂」層次，其任務主要在確認：「原思想家想要表達什麼？」

或「他所說的意思到底是什麼？」，此處首先可能需要佐以同理心（或美學上所稱之移情

同感），或是狄爾泰（Wilhelm Dilthey，1833－1911）所稱的「隨後體驗」：原作者體驗

→體驗形成作品→詮釋者（欣賞作品而）隨後體驗，以對原思想家想要表達的意思加以

體會與理解，再其次是，要了解思想家的語意如同翻譯，如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所稱：「翻譯已是一種詮釋」，又稱「詮釋即是與原典及其話語之間的對談」，

因此，創造性的詮釋必是一種創造性的對談，此一層次所用的詮釋方法主要是透過脈絡

分析（contextual analysis），比如：日常語言分析法、邏輯分析（logical analysis）、層面

分析（dimensional analysis）等技巧，以了解原思想家在不同的脈絡下所表達的語意變化，

以分析出原典語句的脈絡意義與層面義涵，方可確認此等詮釋最接近原典的意涵。 

  3. 第三個層次是「蘊謂」層次：其任務主要在確認「原思想家可能要說什麼？」或

「原思想家所說的可能蘊涵是什麼?」，此一層次所用的詮釋方法主要是透過思想史之理

路探索、原思想家與其後代繼承者之思維連貫性探索、已存在而有詮釋學份量

（hermeneutic weight）的多種原典詮釋進路或觀點之比較性探索，以了解原典或原思想

家之學說（如高達美[Hans-Georg Gadamer, 1900-2002]所說之歷史傳統）的種種可能思想

蘊涵，以超克在「意謂」層次上所可能產生的詮釋片面性或詮釋者的主觀臆測。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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詮釋者須以多元、比較、交互主體的歷史視角，對各種詮釋文本進行多層遠近觀的縱向

分析（龐秀成，2020）。由此，以掌握原思想家在歷史脈絡下的思維發展與深層義理。 

  4. 第四個層次是「當謂」層次：其任務主要在確認「原思想家（本來）應當說出什

麼？」或「創造的詮釋學者應當為原思想家說出什麼？」，此一層次所用的詮釋方法主要

是透過詮釋學洞見（hermeneutic insight），在原思想家教學義旨的表面結構底下發掘出深

層結構，透過思想史的探討、中外哲學與詮釋學的方法論鑽研與個人累積的詮釋學體驗

與心得，在各種詮釋學進路所發現的深層義理中進行批判性的比較考察，以在「蘊謂」

層次所找到的多種可能義蘊（meanings）或蘊涵（implications）中，發現最有詮釋理據

或強度的深層義蘊或根本義理。此一層次已是展現傅偉勳所謂「批判的繼承」的功夫（龐

秀成，2020）。不再墨守前人的註釋，而能悟出新見解，但也不是依憑個人成見，應有根

據，比如依經解經即是（愛新覺羅﹒毓鋆，2019）。博學而玄覽，以得最佳之義理，試為

原思想家說出本應說出的話，澄清其表面矛盾，以終極義理重新安排其思想體系中之多

層義蘊，而「講活原思想家的思想表達」（傅偉勳，1990，34頁）。 

  5. 第五個層次是「必謂」層次（或「創謂」層次）：其任務主要在確認「原思想家

現在必須說出什麼？」或「為了解決原思想家尚未能完成的思想，創造的詮釋學者現在

必須踐行什麼？」此一層次所用的詮釋方法主要是透過哲理創造性（philosophical 

creativity），不再以原思想家的教義為限，而能批判性的超克原思想家的教義侷限性或內

在難題，並解決其未能完成的思想課題。此一層次已是展現傅偉勳所謂「創造的發展」

的功夫（龐秀成，2020）。由於思想有其層次，時不同，思想境界就不同，思想隨著年齡、

智慧而變遷（愛新覺羅﹒毓鋆，2019）。創造的詮釋學家自「當謂」層次上進至「必謂」

層次，必須經歷自我轉化（self-transformation）的過程，其人格學問要從批判的繼承者

（a critical inheritor）轉變為創造的發展者（a creative developer），創造的詮釋學家要與

東西各大思想與傳統進行相互對談與交流，經歷創造性思維的時代考驗與自我磨鍊，方

能為原思想家解消原有思想的內在難題或實質性矛盾，而「『救活』原有思想」（傅偉勳，

1990，40頁），使之與時俱進、持續發展以進行原哲學思維的突破與創新，而走出創新

的理路。  

上述傅偉勳（1999）五層辯證詮釋層次的「創造的詮釋學」，簡單來說（王智弘，

2020）：1. 「實謂」層次：原思想家在當時實際說了什麼？2. 「意謂」層次：原思想家

當時想要表達什麼？3. 「蘊謂」層次：原思想家（語言背後的思考脈絡）可能要說什麼？

4. 「當謂」層次：原思想家（思考脈絡的後續精進發展）應當說出什麼？5. 「必謂」層

次：原思想家（思考脈絡發展至當代處境）現在必須說出什麼？或者創造的詮釋學者（對

原思想家思考脈絡發展至當代處境的理解）現在必須踐行什麼？必謂」層次或曰：「創

謂」層次，就是創造的詮釋學所要追求的層次。此等「創造的詮釋學」觀點對本土化研

究極具啟發性，可提供很好的哲學反思與理論建構的探討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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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持「整全的多層遠近觀」（傅偉勳，1999）之意旨，我們可以此等「創造的詮釋學」

「必謂」層次或「創謂」層次為基礎，進一步開展出第六個層次，即是「轉謂」或「變

謂」層次（王智弘，2020），若創造的詮釋者以主要發展自西方之現代社會科學或諮商心

理學的視角或語言，而對東方文化傳統經典與智慧加以解析與運用，將東方文化傳統中

重要思想家之思考脈絡以創造性詮釋的方法發展至當代，而能在具現代處境的理解之下，

轉化或變化為現代社會科學或諮商心理學本土化可用的知識系統，並進行社會科學、心

理學或諮商心理學本土化的理論建構。此即「實、意、蘊、當、必、轉」六層辯證詮釋

之「本土社會科學創造詮釋學」所要開展之要旨（王智弘，2020）。 

所謂「本土社會科學創造詮釋學」的第六個層次「轉謂」層次（或「變謂」層次）

構（王智弘，2019，2020）：其任務主要在確認「原思想家若轉化為現代的本土社會科學

家或諮商心理學家現在會說出什麼？」或「或現代的本土社會科學家或諮商心理學家變

成創造的詮釋學者，會如何運用原思想家與時俱進的「必謂」層次智慧，變化為本土社

會科學或諮商心理學的語言？」，此一層次所用的詮釋方法不只是要透過哲理創造性，

更要運用語言溝通（linguistic communication）、跨學術領域之交流（ideological interchange）

與東西文化會通（East-West dialogues）之能力（傅偉勳，1999），將西方的現代社會科

學或諮商心理學專業，與東方文化傳統之經典與智慧相融合，也就是要能以現代社會科

學或諮商心理學的視角或語言，對文化傳統經典與智慧加以解析與運用，而轉化成為社

會科學或諮商心理學本土化可用的知識系統，以結合在地的學術發展與生活經驗，進行

本土社會科學或諮商心理學的理論建構，以解決社會科學或諮商心理學所遭遇的現代化

與本土化課題。 

就「實、意、蘊、當、必、轉」之六層辯證詮釋「本土社會科學創造詮釋學」之各

層次功能與詮釋學方法觀之，其依序為（傅偉勳，1999）：「實謂」層次是屬前詮釋學（pre-

hermeneutic）的原典考證；「意謂」層次是屬析文詮釋學（linguistic-analytic hermeneutics）；

「蘊謂」層次是屬歷史詮釋學（historical hermeneutics）；「當謂」層次是屬批判詮釋學

（critical hermeneutics）；「必謂」層次是屬創造詮釋學（creative hermeneutics）；而「轉

謂」層次，涉及跨學術領域之交流與東西文化之會通，我們姑且稱之為會通詮釋學

（comprehensive hermeneutics），如圖 5。 

其研究方法論則可結合「建構含攝文化理論的知識論策略」（Hwang, 2019），運用

「建構實在論」區分「科學微世界」與「生活世界」之概念，並以「批判實在論」所主

張在「生活世界」中創生各種現象的「機制」之觀點，透過「先驗實在論」進行理論模

型的想像，此處之想像即是「本土社會科學創造詮釋學」「轉謂」層次所得的東方文化傳

統經典與智慧之解析與應用，透過跨領域學科知識之交流與東西文化之會通，以建構具

有創生性「機制」的含攝文化理論模型，而「結構主義」則用以連結「科學微世界」的

創生性「機制」與「生活世界」中行動與現象的關係，藉由發現「生活世界」中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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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本土社會科學創造詮釋學 

 

 

 

 

 

 

 

 

 

 

 

 

 

以建構理論模型，並再進行「批判實在論」所主張的經驗驗證（實徵驗證）過程以確認

「科學微世界」的真實性，以完成本土社會科學之理論建構。此等「建構含攝文化理論

的知識論策略」，亦是社會科學研究的文化主體策略，也就是本土社會科學家可用以建

構本土化理論的研究策略，如此所開展出的「實、意、蘊、當、必、轉」六層辯證詮釋

之「本土社會科學創造詮釋學」也可被不同文化傳統的本土社會科學家加以運用以發展

各文化傳統地區的本土社會科學、本土心理學以及本土諮商心理學。 

  就如同「中華本土社會科學會」亦稱「思源學會」，其中所蘊含的意義在「中西會通、

飲水思源」。因此，本土化的道路要走出東西文化會通的創新之路，這也是社會科學本土

化應走之路。全世界的本土社會科學家亦可運用此一六層辯證詮釋之「本土社會科學創

造詮釋學」，透過經歷「實謂」、「意謂」、「蘊謂」、「當謂」、「必謂」與「轉謂」之六層辯

證詮釋，以運用各國或各地區之本土文化傳統（本）與在地生活經驗（土），而建構出各

國或各地區之本土社會科學「科學微世界」理論，以描繪各國或各地區之「生活世界」，

以推動各國或各地區之本土社會科學的發展，這是台灣、亞洲與全世界社會科學本土化

可行之路。 

    本期學刊之專題為「本土化學術研究的發表與展望」，專題主編為夏允中教授，夏教

授任職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所專任教授兼學生輔導中心主任，也

是現任中華本土社會科學會理事長，是台灣推動社會科學本土化與諮商心理學本土化的

重要學者，本刊特此感謝其擔任專題主編的付出與用心。由於夏主編對各篇論文有很好

的導讀與評論，在此我僅簡要介紹本次發表的六篇論文如下：1. 蘇盈儀與林于涵（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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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撰寫的「自我覺察督導模式之在地發展與應用：兼論自我覺察諮詢架構」，「自我覺察

督導模式」（Self-awareness Supervision Model）是本土化的諮商督導模式，自發表以來

（陳金燕，2001，2003）相當積極的推動相關的書籍出版（蘇盈儀等，2015，2021）、研

究（姜兆眉等，2020；姜兆眉、蘇盈儀，2019；蘇盈儀，2007，2015）與實務應用活動，

是相當有活力的本土諮商督導模式，本文是「自我覺察督導模式」發展與應用的回顧；

2. 譚宇權（2023）所撰寫的「嘗試錯誤──我如何走出一條本土學術研究的路與展望」

仔細描述了其從事本土學術研究的經驗與心得，可讀性很高，非常有參考價值；3. 蕭高

明等（2023）所撰寫的「非預期性喪偶中年婦女之持續連結經驗研究」在探討台灣非預

期性喪偶之中年婦女在喪偶後與配偶在情緒上期待持續連結的經驗，是非常有本土特色

的生死學與心理學研究；廖崇斐（2023）所撰寫的「新六藝概念的提出」，其主張將儒家

傳統之六藝教育放在現代情境中來思考，並轉化為「文化教養」，可成為儒家之教化理想

落實於現代社會的方式，本文展現出對儒家思想進行辯證繼承與創造發展的可能探討；

張家群（2023）所撰寫的「從 Charles Taylor 離根理性觀照當代心理學發展之挑戰與解

方」，是探討離根理性所造成對道德哲學、心理學與心理治療的負面影響，並提出以儒釋

道文化體系中人與環境互動動態系統觀作為解方，是一篇具有中西會通之研究策略特色

的學術探討論文；而鍾昆原與林川田（2023）所撰寫的「觀功念恩的智慧與行動：佛化

修養心理學初探」，則是探討基於佛教思維的修養活動──「觀功念恩」，除透過自我曼

陀羅模型加以解析之外，更透過西方正向心理學之視角進行交流與對話，並探討其做為

開展華人本土正向心理學之可能，是一篇兼具中西會通與儒佛會通兩大研究策略特色的

本土化研究成果。六篇論文各有特色，也不同展現了本土社會科學研究的可能風貌，都

值得讀者加以鑑賞。 

  我們期待本土社會科學學者能善用東西文化之珍貴資產，以開展本土化社會科學研

究，特別是如何適切運用西方的科學哲學以及東方的儒釋道文化以進行本土化研究，應

是相當值得參考的方向，其中特別值得注意巴斯卡（2008）之「批判實在論」與傅偉勳

（1999）之「創造的詮釋學」所提供的寶貴觀點，以及與之相應的「建構含攝文化理論

的知識論策略」（Hwang, 2019）以及「本土社會科學創造詮釋學」（王智弘，2020），應

可作為東方社會科學學者從事本土社會科學研究的文化主體策略，也就是本土社會科學

家或諮商心理學家可用以建構本土化理論的研究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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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Make Good Use of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to Carry Out 
Indigenization Research: Using "Epistemological Strategy for Constructing 

Culture-inclusive Theories" and "Indigenous Social Science Creative-
Hermeneutics" as Tools 

 
Chih-Hung Wang* 

 
Abstract 

 

Indigenization research is a research orientation that makes good use of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to deepen researchers' personal academic research and practical capabilities. Although 

it belongs to the category of academic activities, it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cultural movement 

and contains a process of career exploration and life vision construction. Asian social science 

scholars who live in the current time and space are located where Eastern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s blend and have inherited the achievements of world cultural development. How to 

make good use of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social sciences, to live out the academic life and cultural life of social scientists, and to make 

positive contributions to their respective professional service targets and human beings in the 

world is a critical mission and precious opportunity. Focusing on the Western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Eastern culture of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this article discusses how 

to make good use of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to carry out Indigenization research and uses 

"epistemological strategies for constructing culture-inclusive theories" a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the methodology of Indigenization research. And further in-depth discussion on 

the connotation of Roy Pascal's "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of "critical realism" and 

Charles Wei-Hsun Fu's "creative hermeneutics." Then explain how according to the 

"comprehensive multi-layer perspective," extend the five-level dialectical "creative 

hermeneutics" and increase the level of "transformation" or "change." So that the interpreters 

of creation can analyze and apply the traditional classics and wisdom of Eastern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r language of modern Western social science or counseling psychology. And 

update the thinking thread of essential thinkers in the oriental cultural tradition to the 

contemporary social situation with the method of creative hermeneutics. So that unde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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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standing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the traditional cultural classics and wisdom can be 

transformed or changed into a knowledge system available for the indigenization of modern 

social science or counseling psychology, which can benefit the theory-building works of 

indigenous social science, psychology, and counseling psychology as well. As a result, the 

"Indigenous Social Science Creative Hermeneutics" of six dialectical hermeneutics, including 

"text, meaning, connotation, refinement, cre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was developed, which 

is used as a methodological tool for indigenous researchers to make good use of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to carry out indigenization research. At the end of this article, I briefly 

introduce the six distinctive indigenization research papers on the special issue named 

"Publishing and Prospects of Indigenous Academic Research," edited by professor Yung-Jung 

Shiah, and recommend that readers refer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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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釋道智慧的現代化：天人同構與自性本空的開展 
 

夏允中* 

 

摘要 

 

本期的專刊共有六篇文章，全部都是涵蓋了本土的議題，來進行現代化，也就是用

西方的「形構之理」，說清楚儒釋道智慧的「存在之理」。第一篇文章回顧二十年來的採

用儒與道智慧所建立的自我覺察督導模式的相關研究，提供了不同於三大北美主流諮商

督導理論的模式，說明此模式於諮商督導領域發展之在地性與可被其他文化所用。接著

兩篇文章提出走出一條本土學術研究的路與展望的觀點，第二篇文章以個人近三十年的

經驗，提出「崇拜古人」的傳統方法去講學術，不如以科學家的懷疑態度與方法，去重

建華人本土的學術；第三篇文章指出，「實證主義」是離根理性所造成的結果，實證論主

義不僅是本土社會科學發展與發表的最大障礙，更是造成當前華人學術「自我殖民」情

結。這兩篇文章也提出解方。最後三篇是關於華人文化的兩大核心議題：天人同構與自

性本空天人同構與自性本空。第四篇文章是提出華人文化中的非預期性喪偶中年婦女之

持續連結經驗研究，說明了華人文化中生死連結的有跟西方基督（一神）文明有不同形

式與意義，尤其華人文化中的生死的持續連結。第五篇文章提出新六藝概念，可用來參

贊天地與思考天人關係，建議將「六藝之教」視為「文化教養」，此種教養，其實就是在

培養基本的做人道理。第六篇文章是佛化修養觀念中的觀功念恩的智慧與行動，依自我

曼陀羅模型解析觀功念恩，具體指出在心靈向上提升的關鍵智慧與行動，並具有感恩與

正向情緒擴建的內涵，也兼具逆境成長理念與方法，可做為開展華人本土正向心理學的

可能性。 

 

 

 

 

關鍵詞：儒釋道、天人同構、自性本空、現代化、華人本土社會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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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自我覺察督導模式：採用儒與道的自知之明智慧與修養 

 

本期的專刊共有六篇文章，全部都是涵蓋了本土的議題，來進行現代化，也就是現

代化，也就是用西方的「形構之理」，說清楚儒釋道智慧的「存在之理」（夏允中，2020a）。

其中形構之理事指形而下、知識的所以然之理；存在之理是指儒釋道中形而上的「太極」、

「天理」、「天道」或「自性本空」之理。第一篇文章是由蘇盈儀與林于涵所提出，由陳

金燕自 2000 年代所發展自我覺察督導模式之在地發展與應用：兼論自我覺察諮詢架構。

陳金燕是台灣少數從博士論文就開始發展含攝儒與道家本土的諮商模式，她 1988 年的

博士論文題目是 Chinese cultural and counseling in Taiwan: A counseling model based on 

Confucianism and Taoism（Chen, 1988），以此為基底，她接著經過三十年的思維、研究

與實務提出「自知之明諮商模式」（Self-knowledge Counseling Mode），自我覺察督導模

式承襲的自知之明諮商模式。陳金燕提出缺乏自知之明就會貪婪不足、執念蒙蔽、執著

強求，這也與佛法的智慧是相同的（Kuo et al., 2022; Shiah, 2016）。事實上，儒釋道智慧

就是要修養回到我們本性，也就是自性的原來狀態，這是理想人的狀態，用心理學的話

來說，就是沒有心理困擾（夏允中、黃光國，2019），所以當然可以應用在教育與心理治

療等各種領域。 

此篇文章回顧自 2001 年自我覺察督導模式正式發表超過二十年的時間，於督導實

務、督導訓練、諮商教育三面向同步推廣與發展歷程。第一面向為督導實務與研究並行，

以持續提供自我覺察督導模式個別督導與團體督導為主，同步累積接受督導歷程經驗之

研究成果；第二面向督導訓練則是於國內專任輔導教師、諮商輔導專業學會、諮商心理

師公會、諮商訓練機構、國外輔導諮商或志工組織邀請，啟動自我覺察督導模式個別督

導初階、進階訓練及自我覺察督導模式團體督導訓練。第三面向為使用自我覺察督導模

式於大學與碩士層級輔導諮商課程。此模式依循「模式為本、實務為用、研究為現」之

主軸，提供了不同於三大北美主流諮商督導理論的模式：「區辨模式」、「整合式發展督導

模式」與「系統取向督導」。提供了反思自我覺察督導模式於諮商督導領域發展之在地性

與可被其他文化所用。 

 
貳、走出一條本土學術研究的路與展望：思源、離根理性與中西會通 

 

第二篇文章是譚宇權以個人近三十年的經驗，提出「崇拜古人」的傳統方法去講學

術，不如以科學家的懷疑態度與方法，去重建華人本土的學術；因為我們今天在建立學

術中，除了必須避免以「西方為中心」的研究之外，還提出四種重大的邏輯錯誤：1. 先

有固定的答案，才去設法找出證據。2. 證據不足下所下的結論。3. 西方中心主義的謬

誤。4. 道德中心主義的謬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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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第五篇文章是由張家群所撰寫的，從 Charles Taylor 離根理性觀照當代心

理學發展之挑戰與解方一文中，也指出相同的問題。他整理 Charles Taylor 的「離根理

性」用來指涉西方文化系統近代發展裡，認識論主體的現代化轉換及其特性。人的認知

活動「理性」原本不應與其所產生的來源（即人本身及其對應的環境）分開討論，但理

性主義逐步將理性過度高舉，從而替代了古典哲學上本體論及形上學的位置，使得「理

性」與產生它的兩個本源：「人」與其「對應的環境」彼此分離，因此 Taylor 特意將此

一特殊的文化發展現象命名為「離根理性」。實際上，若我們脫離西方文化系統發展的觀

點，用其他世界的文化系統對西方的理性加以詮釋與理解，還會發現「離根理性」不但

把理性從「人」與其「對應的環境」彼此分離，更是把「人」與「一個假設的人的創造

者」（本文在此所謂的創造者，是一個涵混且並未指涉是否具有人格與神性的創造主體）

彼此分離。藉由討論西方文化系統的硬核：離根理性；以及隨著此核心特性的過度延伸，

「離根理性」變相地轉化，形成其中一種極端的演變結果，即為「實證主義」。此種趨勢

逐漸型塑出當代科學的片面性，強調以「程序正義」取代「本體內涵」，形成「本體論的

錯位」現象。最終，「本體論的錯位」導致在道德哲學中的虛無主義以及在道德心理學

上，跨文化的不適切性。當代心理學，亦處於上述理性主義思潮的背景視域下，因此「離

根理性」亦反映在當代心理學的發展軌跡中，產生了「心理學碎片化」、「去個人化/極端

個人化雙極對立」及「去意向化」的三大特點。  

上述的錯誤最主要是源自邏輯實證論的禍害（夏允中，2020a），「邏輯實證論」不僅

是本土社會科學發展與發表的最大障礙，更是造成當前臺灣學術「自我殖民」情結。西

方中心主義的謬誤常見例子是主流心理學者認為本土心理學只探究特定族群文化而不

具普世性，卻不知其所謂普世性的主流心理學亦只是西方本土心理學，而所謂跨文化研

究常常是以西方中心主義為標竿，也是以「邏輯實證論」為主，來度量東方文化而建構

瞎子摸象般的東方論。但十九世紀以來由歐美主流社會所主導的所謂「現代化」推及學

術領域，無論就知識體制的建制或知識內容本身而言，除了少數領域（如中文研究、本

國史與考古等等）之外，非西方社會的知識體系幾乎全是來自歐美主流的「舶來品」，可

以說是完全被西方所學術殖民。 

譚宇權的文章也提出本土學術的展望與解方，就是思源與中西會通，回歸中華文化

中，以現代學術的規格，來建立具有真正價值的著作。但如何建立具有真正價值的著作？

我們「儒、釋、道」三教合一的文化傳統重視的是「實踐」，理論建構則是歐洲啟蒙運動

之後的西方文明產品。本人（夏允中，2020b）建議可採用黃光國所發展的文化系統觀知

識論策略，從理論建構到應用可有四個步驟：一是先建儒釋道智慧系列為主之形式性的

理論。二是再來建實質性的系列理論。三是如此來引領各種片面性與分析式的相關實徵

研究。最後才到應用層面與出版相關書籍。但這其中有三個困難點要克服，第一是對西

方科學哲學的了解，二是系統了解中西文化的差異，三是系統深入了解儒釋道的原貌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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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還好這三個困難點目前都已經有相關齊全的發表了，後續的人只要願意花時間學

習，就可以克服這些困難。 

張家群所提出的解方是當代心理學必須正視來自西方文化系統影響下的挑戰與限

制，並融入中華文化系統中，更為先進的系統觀，重新整合成為「整體的」、「動態的」

與「完形的」「人觀」與「治療觀」。藉此取代將人分離成為各個學科主題的當代心理學

所預設的「人觀」與「治療觀」。他也藉一個小規模先驅性實驗研究，說明如何以系統性

的「人觀」與「治療觀」創造不同的心理治療之可能，並實徵驗證此一新形態心理治療

的治療效益。研究結果發現，新型態的心理治療可以不同的路徑協助案主面對獨特的挑

戰。他最後也討論不同文化系統間如何看待彼此的建議，並且建議應重視心理學文化根

本，以及由此文化根本所延伸的獨特現象。 

 

参、華人文化中生死連結、觀功念恩與新六藝：天人同構與自性本空 

 

第三篇文章是蕭高明、李仰慈與羅家玲提出華人文化中的非預期性喪偶中年婦女之

持續連結經驗研究。他們先提了華人文化中生死連結的有跟西方基督（一神）文明有不

同形式與意義，尤其華人文化中的生死的持續連結。為什麼華人文化會有別於西方基督

文明的生死的持續連結？西方基督（造物主）文明在人死後可被主耶穌接回去、回天家、

安息主懷並蒙主寵召；但華人儒釋道文化是不承認有造物主的，儒與道智慧的源頭或稱

道德形上學基礎是易經，強調自我修養，透過修養的歷程可以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徐進等，2019），如「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

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繫辭上傳，第四章），意即人與天

遵循同樣的運行法則，順天而行則可處世無憂，匡濟天下。「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

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文言傳），意即人的德性，要與天地

的功德、日月的光明、四時的時序、鬼神的吉凶相契合。「太極謂天地未分之前，元氣混

而為一，即是太初、太一也」《五經正義》。此處的元氣即原來的我，意即天與人的共通

因素與真實結構，天跟人同構、同源與同時產生的（Xu et al., 2022）。而佛法的核心智慧

是自性（本性）本空（夏允中等，2018）；簡單來說，自性的本質可以有兩種假設（Shiah, 

2021）：自性本空與自性本不空，其中自性本不空也就是相信自我的本質本來就存在，是

不會變動的，依賴自己的力量而存在或是造物者給的；但是以邏輯推論來看，自性如果

是本來就在（包含給的），那麼它就不能被改變了，因為它本來就一直在那裏存在。相反

的，自性是本空的，是一種「不依賴任何事物而恆常獨立的一種本質」，自我之所以能夠

存在，完全都是站在依賴其他事物的角度而存在的，因此若自我不斷建構在良善的經驗

軌跡之上，就可以愈來愈好。唯有「無自性」，自我才可以在不斷的修養歷程中，達到圓

滿，自我是可以改變的，如此才有教育與修養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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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上述，儒釋道文化是不承認有造物主的，所以就形成了都認為死後的生命會轉

換為另一種形式的存在，一般民間信仰也認為死後活在天上或地府，甚至需經過閻羅王

的道德審判。佛教徒則認為生命輪迴，因緣果報決定死後投生。這就可以解釋此文提出

的華人文化相信死後存有，以重新安置死者虛擬存在，喪偶者相信配偶的死後存有，初

期可藉由香火與牌位重新安置宗教或民俗方式轉換丈夫的虛擬存在，以便後續在情感或

生活的持續連結，若有似無間相信逝者仍在。死後存有的信念、心理需求與雙方關係會

影響連結形式與喪偶者個人。文化習俗的牌位、靈媒、擲杯、祭拜、夢、懷念與精神楷

模等方式，讓「該在的人」依然存活心中，以便使「缺」與「憾」得到彌補。隨著生活

與時間，持續連結的渴望漸淡，持續連結有其心理功能，讓意外喪偶的中年婦女得到內

心的安慰與支持，藉此聊慰未了的失落遺憾與複雜情緒，彌補對家的不完整感。在哀傷

調適中，持續連結不僅是哀傷任務，也是哀傷歷程，更是修養的歷程。此一歷程也是西

方基督文明所沒有的。 

第四篇文章是由廖崇斐所提出新六藝概念，他提到「六藝」是儒家「經學」的概念，

可用來參贊天地與思考天人關係，它可以代表「六經」，也可以指涉《周禮》中的「禮樂

射御書數」。更深入地來說，它代表儒家展現教化理想的重要內容。「六藝之教」在《周

禮》的教育制度中，扮演著一種「啟蒙教育」的功能。它也會根據教學對象不同，例如

針對未來可能從政的貴族子弟，延伸為更繁複的菁英教養，基本上離不開整個人倫環境。

儒家認為人類的技藝活動，通乎智慧，達於事情。六藝是習行務實之學，有修養的君子，

除了內具德性，外在也必須有相稱的藝能，足以將德性之美表現於身形言動，並宣發於

事業的成就，展現出文質雙修、德藝並重的儒門君子形象。所謂藝能，不是附庸風雅的

裝飾，而是真實才幹的表現。 

本文提出的新六藝不僅是延續著傳統參贊天地的思考格局，也融入了熊十力「體用

不二」的哲學，以及後新儒學的實踐關懷展現，它與人類生活息息相關，特別強調「即

於生活世界的實踐之學」。將「六藝之教」視為「文化教養」，此種教養，其實就是在培

養基本的做人道理。例如將：將「禮」、「樂」轉譯為「分寸節度」、「和合同一」；將「射」、

「御」轉譯為「對象的確定」、「主體的掌握」，一個是指向對象，一個是回到自身主體，

也能照顧到「射」、「御」兩者相互搭配又各自獨立的關係；將「書」轉譯為「典籍文化

的教養」；「數」轉譯為「論理邏輯的思辯」。作者也提出可以預料這一龐大詮釋與實踐工

作的工程，將不僅是對文獻或現象進行詮釋，也主動地連結現代技藝。此種連結，既是

詮釋的連結，也是實踐的連結。是藉由在生活日常中習行技藝，經由具體的身心活動歷

程及由此引發的覺知，表現對永恆常道的嚮往。 

這新六藝的提出可以預料是可以有很大貢獻的，例如近年來我們團隊提出中文版的

含攝《易經》文化〈內在朝向式多層立體自我曼陀羅模型：天人合一理論〉（徐進、林俊

德、張靈聰、夏允中，2018），但這理論還有沒說明清楚的地方，再加上之前三個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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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經太極自我理論最大缺點就是都引用陰陽的觀點來建構理論，因為陰陽是 root 

metaphor，可以來表現非常多的概念，如 heaven/earth、male/female、day/night和 bright/dark。

這樣模糊的構念無法建構科學的心理學理論，在過去歷史上已有許多爭議，因此宋明理

學家為了閃避這些爭議，才從先秦時期「道學」發展出「理學」，「存天理，去人欲」變

成理學家的共同信念，「存天理」者是君子，「重人欲」者是小人。以往講「太極模式」

的人都沒有把這個歷史講清楚，所以會一直受到批判。因此在此理論中我們將易經的文

化系統脈絡說明清楚，接著我們用形式的曼陀羅自我理論（Hwang, 2011; Shiah, 2021; 

Shiah & Hwang, 2019）來分析易經而提出 Jun-zi Self-Cultivation Model（Xu et al., 2022），

可以用來解釋儒家文化下的社會行為、增進心理健康與用來發展文化敏感的心理治療學

派。因此新六藝的提出可以補足理論的缺憾，提出實質的修養方式與內容，是可以廣泛

應用在增進心理健康與教育等領域。 

第六篇文章是由鍾昆原與林川田所撰寫的觀功念恩的智慧與行動：佛化修養心理學

初探，觀功念恩是由福智團體創辦人釋日常老和尚融通《菩提道次第廣論》內容而來，

以極其淺顯的理念與方法作為佛弟子日常生活實踐善行的方針。本文在過去研究的基礎

上，首先，依自我曼陀羅模型解析觀功念恩，具體指出在心靈向上提升的關鍵智慧與行

動，並具有感恩與正向情緒擴建的內涵，也兼具逆境成長理念與方法，可做為開展華人

本土正向心理學的可能性；最後，研究者初擬後續研究方向，期能逐步建立匯通佛法觀

點的修養心理學模型，做為後續系統性研究與實務應用的根基。本文所提出佛化修養心

理學模型適用於追求不同生命目標的族群，對於非佛教徒，若是他想要讓自己成為更幸

福的人，依循「角度要寬廣與串習要足夠」的智慧，並採取相應的「勤找功德與勤學念

恩」行動，就有機會變得更幸福；對於追求學識與品德兼備者，除前述智慧與行動外，

還要增加「認清心和境」的智慧以及「轉過為德」的行動；對於虔誠的佛教徒，他若追

求生生增上乃至獲得究竟決定勝（解脫輪迴或成佛），那麼就需仰賴貫穿菩提道次第的

智慧與行動。    

 
肆、結論 

 

本專刊所提出的六篇文章全部都是涵蓋了本土的創新、重要性，甚至是理論建構的

議題，為提出了儒釋道智慧中概念，天人同構與自性本空的現代化與開展。第一篇文章

為說明自我覺察督導模式為採用儒與道的自知之明智慧與修養。接著兩位學者各提出走

出本土學術研究的路與展望，包含思源、離根理性與中西會通等議題。三篇文章聚焦在

兩個華人儒釋道核心智慧來開展生死連結、觀功念恩與新六藝等議題。期許本專刊能讓

本土化學術研究的發展有更清楚的思考與發展方向。當然不足的地方與未來的研究，仍

需要更多辯論與實徵研究來支持或修正所提出的論點或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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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dernization of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Unfolding the 
Congenetic Heaven/Men and the Emptiness of Self-nature 

 
Yung-Jong Shiah* 

 
Abstract 

The current special issue includes six papers covering indigenous issues to modernize Chinese 

wisdom to Western form of knowledge. The first paper reviewed the past 20-year studies regarding 

the Self-awareness Supervision Model (SASM), providing a different approach from the three main 

supervision models originated from the North American. The SASM is originated from Taiwan and 

could be applied in other cultures. The next two papers offer the avenue and future for the later 

Chinese social science. The second paper argues that the traditional admiring  great scholars to study 

is not as good as using the scientist’s skepticism and methodology to develop Chinese social 

science. The third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disengagement led to the positivism. The positivism not 

only the biggest obstacl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ocial science but also the academic self 

colonization among Chinese academics. These two papers also provide the solution. The fourth paper 

elucidates the continuing bond among the middle-aged widowed for their unexpected loss. This paper 

mentions that the Chinese continuing bond has the different form and meaning from the monotheism. 

The new classical six arts are proposed in the fifth paper to be used to learn the wisdom from Heaven 

and earth as well as relationship between Heaven and men. The new classical six arts can be 

considered as the cultural cultivation with the aim to cultivate the self to the ideal self. The last paper 

presents the Buddhist Observing-Mertis-&-Appreaciting-Kindness (OMAK). The Mandala Model of 

Self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OMAK. The OMAK has the wisdom and action for cultivating the self 

towards the emptiness of self-nature (nonself) state. The OMAK possesses the gratitude and positive 

emotion, along with the coping and learning the adversity. The OMAK is suggested for the future 

studies of Chinese positive psychology. 

 

Keywords: Confucianism, Buddhism, Taoism, congenetic Heaven/men, the emptiness of 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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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覺察督導模式之在地發展與應用：兼論自我覺察諮詢架構 

 
蘇盈儀* 林于涵 

 
摘要 

 

諮商督導理論於美國 1960 年代逐步發展，學者分別提出督導理論。對照美國諮商督導

理論發展脈絡，臺灣諮商督導領域發展與輔導諮商專業發展息息相關。本文將聚焦臺灣

在地諮商督導模式之一：「自我覺察督導模式」（Self-awareness Supervision Model），回顧

自 2000 年代自我覺察督導模式正式發表以來（陳金燕，2001，2003），於督導實務、督

導訓練、諮商教育三面向同步推廣與發展自我覺察督導模式。督導實務與研究並行，以

持續提供自我覺察督導模式個別督導與團體督導為主，同步累積接受督導歷程經驗之研

究成果；督導訓練則是於國內諮商輔導專業學會、諮商心理師公會、諮商訓練機構、國

外輔導諮商或志工組織邀請，啟動自我覺察督導模式個別督導初階、進階訓練及自我覺

察督導模式團體督導訓練，近年亦拓展學校專任輔導教師自我覺察督導模式督導訓練與

研究。第三面向為使用自我覺察督導模式於大學與碩士層級輔導諮商課程，近年以行動

研究為取向探究大四輔導與諮商實習課程運用自我覺察督導模式進行督導之行動歷程，

並建構臺灣在地諮商教育學。接續定焦延伸應用自我覺察督導模式於學校輔導場域，提

出「自我覺察諮詢架構」（Self-awareness Consultation Structure）工作地圖，以及「自我

覺察諮詢架構之督導」（Supervision of SACS）。回顧自我覺察督導模式發展，可見其依

循「模式為本、實務為用、研究為現」之主軸，反思自我覺察督導模式於諮商督導領域

發展之在地性與普同性，期許與展望臺灣諮商督導之在地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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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諮商督導理論自 1960 年代起蓬勃發展以來，以 Bernard（1979）提出之「區辨模式」

（Discrimination Model）最為督導領域學者熟知與督導訓練所運用；Stoltenberg 主張的

「整合式發展督導模式」（Stoltenberg & McNeill, 2010），依循著諮商專業人員的專業發

展階段，提供符合各發展階段任務之督導；Holloway 的「系統取向督導」（Systems 
Approach Supervision, SAS; Holloway, 1995）提供督導者相對完整的督導面向作為檢核，

可謂北美最為重要之三大諮商督導理論。 
相對於美國諮商督導理論與相關研究發展，臺灣在地的諮商督導（counseling 

supervision）專業發展樣貌，實與輔導諮商專業發展之進展息息相關。彼時由學校輔導

諮商發展為起點，大學端人才培育系統亦同步開展，期間輔導與諮商之指標性法規立法，

如：《國民教育法》（教育部，1969）、《心理師法》（全國法規資料庫，2001）、《學生輔導

法》（教育部，2014），篳路藍縷不為外人所道，循序推動輔導諮商專業逐步成熟，諮商

督導需求與發展方得應運而生。以研究層面而言，臺灣督導相關研究從 1990 年代開始

（例如：施香如，1996；張幸良，1994；梁翠梅，1996），多環繞在受督者諮商專業知能

之督導、督導訓練，以及彼時同步發展之臺灣在地督導模式之一：循環發展督導模式。

2000 年代至今逾 20 年，諮商督導研究之焦點與研究方法萬箭併發，以下僅列出部分研

究焦點與其研究為代表：如，督導歷程（許韶玲，2004，2005）、受督者之受督經驗（施

香如，2003）、特定督導模式（許維素，2007）、以及督導訓練（許維素、游于萱，2017）

等，研究範疇從受督者到督導者，從經驗、歷程，從督導實作到督導訓練，分別開展。 
臺灣諮商督導訓練長年多以博士班層級訓練為主，諮商督導專業發展另一重要里程

碑即是建立認證制度，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以下簡稱輔諮學會）於 2005 年即推動諮

商督導認證制度，結合專業課程與督導實作的施行，以取得輔諮學會之專業督導認證；

於 2016 年，輔諮學會將專業督導分流為諮商心理專業督導與學校輔導專業督導，於督

導認證課程的課程架構與督導實作正式分流訓練（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2019）。臺灣諮

商心理學會（以下簡稱諮心學會）也於 2009 年推動心理諮商督導認證與訓練（臺灣諮

商心理學會，2021）。不難發現，輔導諮商專業學會亦架構了重要的督導訓練培力動能。 
「自我覺察督導模式」（Self-awareness Supervision Model，簡稱 SASM）是臺灣在地發展

重要督導模式之一，以下將回顧與探討自陳金燕 2003 年發表以來，其督導實務、督導

訓練、督導研究之各面向發展，如：學校輔導場域之延伸應用臺灣在地督導模式發展，

接續則反思自我覺察督導模式之普同性與在地性，最後再回到臺灣在地脈絡之未來展望。 
 

一、 自我覺察督導模式當前發展 

 

自我覺察督導模式的發展脈絡得以時間軸（如表 1）說明之，最早追溯至 1988 年陳

金燕提出「自知之明諮商模式」（Self-knowledge Counseling Model, Chen, 1988），接續 1990

年代以自我覺察為主題之諮商訓練研究及相關論述（陳金燕，1993，1996a，1996b）；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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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初期陳金燕發表自我覺察督導模式（陳金燕，2001，2003），自我覺察督導模式相信

受督者自身有其自我覺察能力，希冀催化受督者在諮商晤談歷程，以及與當事人互動歷

程之覺察，藉以提升受督者之諮商效能；後續自我覺察督導模式督導實務與督導訓練未

曾間斷。自我覺察督導模式之理論基礎已於數篇論文清楚闡述（陳金燕，2003；蘇盈儀，

2015；蘇盈儀等，2015）。 

而自我覺察督導模式實徵研究，以及出版成書（蘇盈儀等人，2015，2021）則同步

緊接在後；自我覺察督導模式也應用於諮商教學與訓練，並逐步建構臺灣在地諮商教育

學（姜兆眉、蘇盈儀，2019b；姜兆眉等人，2020）。本段落接續藉由此督導模式之督導

實務、督導訓練，與應用此督導模式於諮商教育之三面向，結合各面向之研究結果，呈

現自 1988 年以來自我覺察督導模式之發展。 

 

表 1 
自我覺察督導模式發展之時間脈絡圖 

年代 自我覺察督導模式相關研究／專書 
~1990 年代 自知之明諮商模式（Chen, 1988） 

自我覺察相關論述與研究（陳金燕，1993，1996a，1996b） 
2000 年代 自我覺察督導模式（陳金燕，2001、2003） 

自我覺察督導模式應用於同儕督導（蘇盈儀，2007） 
2015 自我覺察督導模式之新手督導訓練（蘇盈儀，2015） 

自我覺察督導模式訓練手冊（蘇盈儀等人，2015） 
2019 自我覺察督導模式應用於實習課程之行動研究（姜兆眉、蘇盈

儀，2019b） 
諮商理論導讀與技術（姜兆眉等人，2019） 

2020 自我覺察督導模式應用於實習課程之諮商教育學建構（姜兆眉

等人，2020） 
2021 自我覺察督導模式訓練手冊第二版（蘇盈儀等人，2021） 
2022 諮商理論導讀與技術第二冊（姜兆眉等人，2022） 

 

 

自我覺察督導模式為因諮商實務而生之督導理論，近年以學校輔導工作為督導實務

實踐的場域，從而形成專業成長社群，而提供自我覺察督導模式個別督導，則是作為學

生輔導工作督導發展的重要開端（姜兆眉、蘇盈儀，2019b；姜兆眉，2020；蘇盈儀，

2007）。部分使用自我覺察督導模式之輔導諮商實務工作者，分別取得輔諮學會諮商心

理專業督導認證、學校輔導專業督導認證，並致力自我覺察督導模式督導實務推廣，擴

及各縣市學諮中心，擔任縣市專輔教師團體督導之督導者，期望能夠藉此開枝散葉。 

囿於本文篇幅，本段落以圖 1簡要說明此督導模式。自我覺察督導模式是以「受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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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為中心之督導模式，受督者帶進督導歷程之個案與諮商歷程資訊為素材，透過督導

對話，藉此催化受督者自我覺察。自我覺察督導模式督導進行之督導焦點，分別為「受

督者／諮商師：個人與專業成長」、「諮商歷程：互動關係、狀態與變化」、「諮商取向：

理論／策略與技術」等三者為焦點；督導焦點的選取是隨著督導歷程之對話當中，督導

者與受督者討論與澄清而決定。督導者使用督導策略則包括：個人價值觀或諮商取向、

覺察源頭、彼時彼刻此時此刻、反觀自我、覺察線索。最後，此督導模式之目的在於為

增進、提升受督者之自知之明及自我覺察，進而促進受督者之諮商效能。 
 

圖 1 

自我覺察督導模式督操作概念圖 

 

註：引自陳金燕，2018，第十二屆馬來西亞華社輔導研討會自我覺察督導模式工作坊［課程簡報］。 

 

自我覺察督導模式督導實務與實徵研究緊密結合，蘇盈儀（2007）啟動之研究即是

以自我覺察督導模式為督導架構，應用於同儕督導做為開端。彼時《學生輔導法》尚未

通過，國中輔導實務現場督導資源與諮商督導資源不可分割，眾多高中以下督導資源，

僅能夠透過具諮商督導知能之博士層級輔導諮商實務工作者支援方得挹注，研究結果發

現自我覺察督導模式應用於同儕督導架構，得提供國中教師反思實務之空間。 

此外，研究亦發現自我覺察督導模式督導不同於多數督導所提供建議與指導，是以

提升受督者自身之個人與專業覺察為主，從而梳理並延伸個人與專業成長之展望，對所

屬場域已形成其工作架構之受督者，甚為貼近。是以，自我覺察督導模式督導所提供之

覺察空間，是為了催化與等待其天時地利的醞釀，藉以形成其覺察所開展。於是，受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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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得以將督導對話所得的覺察納入實務實踐。 

誠如前述，自我覺察督導模式是立於輔導諮商工作之督導理論，研究推展自然不能置於

實務之外。以當事人福祉為考量的倫理實踐為首要考量，於是在角色分工、倫理考量亟

需細緻分野，讓研究歸研究、實務歸實務的各自純粹，是以，當前以團隊形式進行自我

覺察督導模式研究是應然也是必然（姜兆眉、楊詠儒，2020；姜兆眉等，2020；姜兆眉、

蘇盈儀，2019a，2019b）。自 2007 年至今的受督者經驗與歷程研究，立於實務實踐與研

究必須持續回應實務需求的堅持，從發展並編製「受督者自我覺察檢核表」，到研究參與

者藉由參與研究亦能充能與促進專業發展，於是對象所涵括之輔導諮商實務工作者，則

包含服務於學校場域之五年以上輔導諮商專業人員、國中小初任三年內新手專任輔導教

師，以及大五實習教師。質性與量化研究結果皆指出受督者於接受自我覺察督導模式個

別督導前與後，自我覺察程度自我檢核皆有提升，且正向肯定新手階段接受個別督導之

需要與專業成長的助益，藉由此模式督導逐步習慣自我覺察督導模式對話形式與覺察路

徑，以及學習「從己身覺察」回觀，並反思諮商晤談歷程之路徑（姜兆眉、楊詠儒，2020；

姜兆眉、蘇盈儀，2019a）。 

 
二、 自我覺察督導模式督導訓練 

 

  自我覺察督導模式督導訓練之發展，是以策劃自我覺察督導模式督導訓練手冊，以

及施行自我覺察督導模式督導訓練研究同步進行（蘇盈儀，2015）。研究結果呈現接受自

我覺察督導模式督導訓練之際，自身自我覺察能力亦隨之提升，並自然遷移至諮商實務

工作；另一重要發現為學習自我覺察督導模式所得之策略，亦融入個人理論為己所用。

如何具體操作則以督導過程提問之問句，為外顯可見之指標，發現督導者對理論精熟之

時，方得逐步發展個人風格之提問問句，須待時間沉澱與生成。此研究發現後續納入督

導訓練架構，成為課程安排的一部份（蘇盈儀，2015；蘇盈儀等，2015；Chiang & Su, 

2021）。 

  自我覺察督導模式之訓練程序為：理論講述、示範演練、督導實作、督導後督導

（supervision of supervision）。理論講述為提供自我覺察督導模式理論與架構說明；示範

演練則是講師於訓練過程擔任演練督導者，受訓學員自願擔任演練受督者，示範如何以

此模式進行督導；督導實作則是於訓練課程後，學員自行招募受督者進行此模式之督導；

接續接受督導後督導，以檢核督導實作貼近此模式。 

  督導後督導是督導訓練的一環，是為督導實作的檢核機制，也是成為督導者專業持

續成長的重要管道。研究亦發現，在理論與演練兼具的訓練下，加上督導後督導的安排，

更能鞏固以理論為立基之督導實作（蘇盈儀，2015）。延續專業學會專業督導認證相關規

定，取得學會督導認證之督導專業同儕擔任督導訓練師，提供使用此督導模式進行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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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之專任輔導教師或諮商心理師，提供此督導模式之督導後督導。 

  近年自我覺察督導模式督導訓練歷程專題研究，仍以學校輔導諮商場域之實務工作

者為主要研究對象，一為三年實務工作經驗以上之國中小專任輔導教師，接受自我覺察

督導模式個別督導訓練（姜兆眉，2018）；其次，回應學校輔導現場專業教育訓練需求，

以「擔任大四諮商實習課程之專業督導者」之專任輔導教師為研究參與者，提供自我覺

察督導模式個別督導訓練，並以研究訪談以及自編「督導者自我覺察檢核表」，了解其督

導受訓之學習經驗。而督導後督導的提供，則在研究歷程協助研究參與者檢核此督導模

式落實於督導訓練的學習，同時鞏固其自我覺察督導模式實務的知與能。研究結果也發

現，國中小專輔教師大多肯定督導訓練資源的挹注，接受督導訓練同步提升自身諮商效

能，自我覺察敏感度亦藉此提升；而在自我覺察督導模式實務操作上，則肯定「督導後

督導」的必要性，督導後督導對話與梳理，實有助於自身逐步掌握此督導模式之核心概

念（Chiang & Su, 2021）。 

  回應自我覺察督導模式團體督導訓練需求，亦進行此督導模式團體督導訓練研究，

邀請曾參加此督導模式個別督導訓練研究之研究參與者，接受此督導模式團體督導回流

訓練。從研究結果可知，藉由此督導模式團體督導，凝聚地緣較近之專業同儕夥伴，發

展所屬社群與深耕在地輔導諮商專業成長之運作；此外，帶領此督導模式團體督導也需

具備帶領團體之思維（姜兆眉、蘇盈儀，2020），自我覺察督導模式訓練須兼具輔導諮商

相關知能的檢核與整合，是接續值得重視的督導訓練研究主題。 

  綜上所述，近年自我覺察督導模式督導訓練持續不斷，督導受訓對象包含諮商心理

師與學校專輔教師，其專業領域對應的對象多元，因應變化之時，如何本於自我覺察督

導模式督導訓練之本，將延伸發展整合兼顧，以實徵資料的逐步累積及發表呈現，再回

到督導訓練運用，是持續努力的目標。 

 

三、 運用自我覺察督導模式於諮商教學與訓練 

 

自我覺察督導模式的核心精神與策略，亦拓展與運用至輔導諮商教學課室，以實務

課程為起點，在諮商實習課程，結合講授教學、課程實作與督導靈活運用為課程進行的

形式，課程規劃包含實作演練與即時督導，亦納入自我覺察督導模式作為督導架構。自

我覺察督導模式重視受督者之自我覺察，將其自然帶入課堂理論講授、技術實作之際，

顯現於重視學生學習歷程覺察的課程實作，以及基於覺察對於諮商實作之影響的討論。 

以自我覺察督導模式核心概念與策略應用於諮商實作或實習課程為例，角色定位如

圖2呈現，教師投入課程身兼教學者與督導者兩種角色，學生則是學習者與受督者，教學

者與學習者互動於「課室教學」的結構，督導者與受督者角色的互動則是「實作督導」

之設定。課室教學的結構，教學者以課程綱要所設定之內容，提供其諮商理論與實務工



 

7 
 

作知識面向的傳遞與交流。實作督導的設定，則是受督者將課程外實作歷程帶入督導對

話。兩者相同目標是為了培育輔導諮商實務工作者，以學習者（受督者）為中心設定其

需求之學習。而差異則以不同形式互動，並導向知識或是實務為主軸而或有差異。 

在課室教學結構下，知識熟知與實作校正得以定焦；諮商實作持續立於課室教學基

礎，並藉此催化受督者自我覺察能力的敏感度提升，裝備其輔導諮商知能的整合能力。

由於課室教學與實作督導如同兩個頻道的切換，身為授課教師須清楚告知與說明兩個設

定的安排，以及角色切換的各自分工，引導學生在不同設定移動之學習角色，進行知識

傳授交流，以及實務反思對話。 

 

圖 2 
自我覺察督導模式核心概念應用於諮商實作實習課程之概念圖 

 

 

 

自我覺察督導模式之核心概念應用於輔導諮商教學，大學層級課程包括：輔導原理

與實務、專業人員自我覺察與成長、團體諮商、大四諮商實習課程；碩士層級包括：諮

商與心理治療理論、團體諮商、兼職實習等課程。以大四輔導與諮商實習課程為例，近

年使用行動研究取向，以探究此諮商教學方案之實作歷程，行動研究結果指出學生於實

習課接受自我覺察督導模式督導，自評自我覺察程度提升，而自我覺察敏感度提升之時，

同步影響自身日常生活人我互動（姜兆眉、蘇盈儀，2018，2019b；Chiang, 2018）。 

目前最新發展，則是姜兆眉等（2020）立基於此督導模式核心精神，持續應用於輔

導諮商核心課程，並嘗試提出社會建構諮商教育學作為在地諮商教學之課程架構，研究

發現社會建構諮商教育學的四面向：對話、關係、知識、建構，教師與學生於師生關係

基礎而來的對話，來回對話歷程當中，催化並鼓勵學生持並整合，建構自身與課程學習

素材的關聯，以成為自身的知識。 

  綜上所述，自我覺察督導模式當前發展依然是以實務為立基，訓練為永續，教學為

應用，研究為串聯與映照，期望藉此延伸輔導諮商專業發展觸角，各場域在地深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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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自我覺察督導模式之延伸應用：自我覺察諮詢架構 

臺灣在地輔導與諮商的發展，學校場域為起點之一，無論是輔導諮商工作者的從業

人數比，或是依循法規所推動之政策，皆是重要的基地所在。諮商督導在學校場域施行，

須以學理為本，再因在地應用而生變化，方得貼近實務現場需要。如前所述，自我覺察

督導模式之核心概念，亦遷移並應用至輔導諮商實務。 

  諮詢（consultation）為常見之輔導諮商工作形式，諮詢關係的角色可分為諮詢者、

來詢者、當事人等三方，來詢者透過與諮詢者進行諮詢，以獲知或整合如何協助當事人

為目標。本文嘗試提出以自我覺察督導模式核心概念為基礎，所延伸發展之「自我覺察

諮詢架構」（Self-awareness Consultation Structure，簡稱SACS），以下將以使用於學校輔

導工作場域為例，說明自我覺察諮詢架構之概念與操作方式，自我覺察督導模式應用於

諮詢督導，最後統整並對照自我覺察督導模式與自我覺察諮詢架構，以利讀者區隔與實

務運用。 

 
一、 自我覺察督導模式應用於諮詢工作：自我覺察諮詢架構與諮詢督導 

 

「自我覺察諮詢架構」（SACS）為應用自我覺察督導模式核心概念（陳金燕，2003）

所形成之諮詢架構。其目的為催化來詢者探索其所關注與當事人之互動關係，覺察其所

持之個人／教師角色知能、狀態與變化，獲致可能的策略或方案，藉以提供當事人（學

生）輔導、陪伴、支持或支援。 

承襲自我覺察督導模式的核心精神，使用自我覺察諮詢架構之諮詢者相信，若能梳

理個人的狀態，提升自我覺察程度，來詢者自有其獨特的能力或經驗得以因應遭遇的困

境。立於相信來詢者為最熟悉與了解其自身處境的基礎，諮詢者的姿態較為後設，並以

來詢者為中心，試圖了解來詢者脈絡與關注之焦點為先，邀請並透過策略催化諮詢對話

歷程的思考感受，協助統整其經驗和自我狀態，進而從中發現關注的癥結，連結本身的

狀態或資源思考解方，最後才由諮詢者補充專業意見，讓來詢者回到自身工作與生活當

中付諸行動與實踐。 

自我覺察諮詢架構沿用自我覺察督導模式的結構，形成三個諮詢焦點、五個諮詢策

略。諮詢焦點包括：互動歷程、個人／專業知能與定位、資源延伸（如圖3）。「互動歷程」

意指來詢者與當事人的互動歷程，彼此之間的互動模式或樣態，來詢者帶來與當事人互

動的內容，可能包含事件、情緒狀態、過程；「個人／專業知能與定位」為來詢者和當事

人互動時所持之信念、角色及定位，其內涵則包括工作任務、對於困境的目標／理解／

因應之道的知覺、角色定位；「資源延伸」則是來詢者自身所持之資源自評，包含系統工

作思維、可運用的內外資源、掌握資源的狀態，及所屬個人／專業知識的傳遞或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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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自我覺察諮詢架構之諮詢焦點 

 

 

 

自我覺察諮詢架構諮詢的進行策略，包含「彼時彼刻與此時此刻的覺察」、「覺察線

索偵查：體驗及解讀」、「以抽離角度反觀自我」、「覺察源頭探索：對象與事件」、「個人

價值觀／工作取向的檢視」，以下將舉例說明不同面向以及策略的運用。 

首先是「彼時彼刻」與「此時此刻」的覺察策略，以來詢者為教師為例，教師提及

最近班上師生衝突事件，希望透過對話藉此梳理事件處理的狀態與接續的因應，諮詢者

藉由來詢者（教師）將彼時發生於教室事件的描繪帶到諮詢當下，勾勒出當事人（學生）

彼時的反應、來詢者（教師）的回應。來詢者（教師）在諮詢歷程重新經歷當時狀態之

餘，釐清彼時現場的樣貌，與此時重新描述之時教師自身在整體事件的看見。諮詢者運

用「彼時彼刻」與「此時此刻」的覺察策略時，藉由提問：「當您此時此刻描述事件發生

當下學生的反應，以及您自己的回應，您此刻想到些什麼、或是感覺到什麼？」或是「當

您試著描述當時現場的狀況，到現在為止，好像有看見或發現，這是什麼時候就知道的？」

催化來詢者（教師）持續覺察和重新檢視與當事人（學生）之互動歷程，使來詢者（教

師）更清晰衝突發生的樣貌、理解當事人（學生）反應的原因，或是師生互動中可能引

動了什麼，進而討論在未來相處時能夠辨識與調整。 

其次是「覺察線索偵查：體驗及解讀」之覺察策略，一位不斷抱怨學生的導師（來

詢者），藉由諮詢者提問：「當您在說到學生的狀況的時候，身體姿勢與聲調有些不同，

坐得比較挺，講話也比較大聲，如果您也發現這個狀態，您感覺到了甚麼？」來詢者發

現自身身體姿態並轉而陳述內在的憤怒，接續討論在和當事人互動在乎的地方以及可能

的挫折。諮詢者藉此催化來詢者解讀當下的肢體動作的反應會如何影響彼此互動的覺察，

接續回到來詢者與當事人（學生）再互動之時，身體訊息會如何提醒來詢者覺察個人的

狀態。 

再來是「以抽離角度反觀自我」之覺察策略，任課教師在課堂進行過程中總是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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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一學生持續發出聲響干擾而出現中斷課程，制止學生發出聲音後再回到課程進行，不

堪其擾，而進入諮詢對話。在邀請來詢者描述學生狀態、課程進行步調而形成圖像之後，

諮詢者提問：「請回顧課堂進行的某一片段，您是剛好經過上課班級的任何人，看見如您

所描述的狀況發生了，您會看見什麼，並且怎麼描述這個過程？」期望藉此協助來詢者

易地而處，以旁觀者角度再次描述，再回到個己回應此描述。使用此策略得以協助來詢

者角色位移，聽取不同角色可能的看見與思考，而反觀個人之狀態。 

接續是「覺察源頭探索：對象與事件」之覺察策略，進入諮詢對話時，導師對班上

某位學生關切與要求已超乎班上其他學生，發現只要遇到這類型的學生，就會忍不住開

啟這樣的相處方式。諮詢者提問：「當你試著描述與學生互動的狀態，你說到這不是第一

次發生這樣的狀況，不知道讓你想到了誰？或是曾經發生過什麼樣的事？」來詢者此時

可能回溯過往並發現何以如此的緣由，藉此梳理其重複模式的可能因素。 

最後則是「個人價值觀／工作取向的檢視」之覺察策略，教師用盡方法輔導學生，

而學生之出席與表現未見起色而感到沮喪，諮詢者以：「你剛剛說只要用心對待學生，學

生總有一天會感受到老師的用心，是什麼樣的信念，讓你會這麼相信，又是怎麼影響身

為教師的你與學生的相處？」藉此策略希望能促進來詢者身處關係互動所深具之信念或

工作理念進行檢視。 

值得注意的是，在過往實務經驗或相關研究皆發現覺察策略的應用（姜兆眉、蘇盈

儀，2019a），將諮詢工作關係置入為背景進行參照，將有助於諮詢者與來詢者「各在其

位」，諮詢者在諮詢關係，是以來詢者為中心進行對話，目的是為了協助可能不在現場的

當事人，當諮詢者與來詢者以此基礎進行對話時，消極面為不致流於僅關注來詢者個人，

失去進入諮詢對話是以當事人的協助為初衷，積極面則是回應自我覺察諮詢架構之諮詢

目的，是以來詢者為中心，相信來詢者歷經覺察與梳理的歷程，預劃並啟動其行動，最

終以當事人福祉為最大考量。 

最後，簡要說明自我覺察督導模式進行督導，以及自我覺察諮詢架構進行諮詢的差

異。以下表2呈現，兩者相同之處為以催化自我覺察為工作歷程之基調，延續人有自知之

明的相信，促進個人自我覺察能力的提升，得以達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之效

（陳金燕，2018）。差異之處則是，自我覺察督導模式督導目的為提升其個人及專業成

長，促進諮商效能，整合其個人專業裝備，以協助同為諮商輔導工作者個人及專業成長，

最終符合當事人最大利益為優先之思量。自我覺察諮詢架構諮詢，由於諮詢關係並非一

定同為諮商輔導工作者，目的為協助來詢者覺察個己對欲諮詢議題或關係的看法、感受

等，進行釐清與所屬系統資源整合或是延伸提供當事人支持與協助。簡言之，兩者的差

別在對話目的，自我覺察督導模式督導目的是協助受督者成長，整合其個人與工作狀態

並促進諮商專業成長，而以自我覺察諮詢架構進行諮詢，主要目的為針對來詢者帶入待

決議題進行覺察、釐清，從而催化其覺察可能的因應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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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自我覺察督導模式與自我覺察諮詢架構之對照 
 自我覺察督導模式 自我覺察諮詢架構 
專業角色 督導者與受督導者 諮詢者與來詢者 
角色定位 督導者與受督者同為助人專業

背景 
諮詢者為助人專業背景，來詢者可

能來自各個專業背景，或是當事人

之重要他人 
對話目的 1. 提升受督者之自我覺察能

力，以確保當事人福祉 
2. 受督者專業與個人成長 

1. 協助來詢者覺察、釐清其欲諮詢

議題 
2. 覺察諮詢議題之因應之道 

對話焦點 受督者欲討論之議題 來詢者欲尋求諮詢或建議之主題 
 

 
二、 自我覺察諮詢架構之督導（Supervision of SACS） 

 

以往督導的工作範疇多為「諮商實務」之督導，隨著輔導諮商實務的多元形式拓展，

以諮詢進行系統工作／合作，亦是輔導諮商實務工作的主要內涵之一，於是諮詢之督導

近年在實務逐步受到關注。承上，使用自我覺察諮詢架構提供諮詢之際，亦有藉由「督

導」持續精進諮詢實務之需求。因此，自我覺察諮詢架構的督導自是接續重要配套。本

段落說明運用自我覺察督導模式進行自我覺察諮詢架構督導，最後說明受督者之諮詢實

務與諮商實務之遷移與關聯。 

諮詢工作的督導，除了原有的諮詢者（受督者）、當事人、來詢者（系統合作方）外，

加入督導者的角色，定形成四角關係（如圖4）。以直接接觸的關係，又可分為諮詢關係、

師生／親子／後援關係、諮商關係、督導關係等四條主要軸線，諮詢工作的督導關係與

其他關係軸線互動緊密程度，因實務場域的個別狀態而異，部分諮詢關係是建立在專業

諮詢的對話，即使沒有對焦之當事人，仍以來詢者諮詢對話欲談之所屬族群為鎖定對象，

是以，諮商關係以實線以及虛線平行表示。 

督導者與當事人的關係，還有督導者與來詢者的關係分別以較粗虛線表示，是由於

督導者通常與當事人、來詢者不一定有機會直接接觸。雖偶有特殊狀況，如縣市學諮中

心督導實務運作為例，督導者是否為單位內部人員，工作樣態或有直接接觸其他對象的

機會而影響有否接觸的可能。若督導者是機構主管、身兼專業督導者或行政督導者，往

往實習心理師所接觸的當事人和來詢者，在初談階段是由督導者聯繫並評估，後續的諮

商和諮詢工作才交由實習生進行。此工作樣態的督導者，對各關係互動則具有直接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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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來的認識與了解。除此之外，在大專校院諮商輔導中心服務的督導者，肩負專業

督導之餘，也可能身兼派案、校內外行政聯繫的合作討論與工作職責。由圖4可見，諮詢

工作的督導需要著眼面向與層次的繁複。 

其次，諮詢工作的督導歷程是以諮詢關係的歷程訊息為基礎，諮詢關係所帶入的訊

息可能涵括師生／親子／後援關係、諮商關係等資訊。因此，督導互動的背景訊息除了

雙方各自具備的輔導諮商知能、自我覺察諮詢架構知能、對受督者所屬場域的認識或共

識之外，督導背景資訊還須包括由督導者帶入實務場域的先見或理解、督導知能等知識，

以及受督者（諮詢者）所談論之諮詢關係的相關資訊等。 

諮詢工作的督導對話素材甚為豐富，除了諮詢關係的基本資料，多數的背景訊息是

由受督者（諮詢者）帶入，督導歷程的走向也會以受督者所提出的多方訊息，呈現的交

織樣態為督導互動覺察的後設資訊綜合而成。簡言之，以自我覺察督導模式進行自我覺

察諮詢架構的督導目的，是以受督者為中心，以受督者具備之視框為基礎，催化並提升

受督者個人／專業的自我覺察，促進其架構諮詢工作圖像。 

面對受督者進入督導提出「諮詢工作議題」，諮詢工作督導之目的是協助受督者覺

察自身在諮詢互動，以及諮詢歷程的個人狀態，同時梳理其歷程策略和行動、來詢者系

統性覺察其自身認知和了解，進而勾勒諮詢工作狀態的圖像，為接續諮詢工作形成行動

預劃。回到諮詢關係催化受督者（諮詢者）覺察其諮詢互動，協助來詢者回到關係互動

當中，提供當事人適切的身心適應安排，自是諮詢工作督導所關切的重點。督導者懷抱

著受督者是最清晰諮詢當下狀態角色的信念，其功能是催化受督者呈現其關注與覺察之

區塊及樣態，相信受督者覺察並相對清明之時，自然浮現其自我引導的路徑，形成行動

策略或方案據以依循。 

延續自我覺察督導模式督導焦點之結構（陳金燕，2003），自我覺察諮詢架構略為調

圖 4 

以諮詢工作為督導面向之關係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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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自我覺察督導模式督導焦點之內涵，以自我覺察督導模式督導自我覺察諮詢架構工作

的督導焦點包括諮詢歷程、個人與專業成長，以及諮詢取向等三個部分（如圖5）。督導

焦點的選擇，是隨著受督者於督導歷程的描述而移動，並非由督導者定焦與選取。 

 

（一）諮詢歷程 

以諮詢者與來詢者之互動為主軸之諮詢歷程督導，層次有二，其一為諮詢互動歷程，

受督者（諮詢者）如何於諮詢歷程與來詢者進行對話，催化來詢者如何著眼可能不在現

場當事人的理解與評估，以及來詢者與當事人關係互動影響的覺察。第二部分則是受督

者（諮詢者）同步覺察諮詢歷程當中，諮詢者維繫諮詢工作關係而進行催化的狀態。常

見的狀況是，諮詢者在諮詢歷程接收到來詢者的需要與焦慮，對話過程僅回應到來詢者

的需要，而忘卻諮詢工作關係立基，是以當事人獲致福祉為考量的初衷，忘卻諮詢關係

是立於來詢者與當事人的關係方得成立。督導者此時會催化受督者（諮詢者）覺察諮詢

關係是否出現變化，來詢者與諮詢者對協助當事人的關注是否具有共識，讓角色各在其

位。 

 

（二）個人及專業成長 

諮詢者之價值信念與專業知能，與其個人及專業成長密不可分。透過輔導諮商專業

知能檢核，催化其專業成長的覺察。而諮詢工作仰賴強大的系統工作能力，諮詢者自評

之向度，包含對系統工作的認識與相關知能，有賴諮詢者在輔導諮商專業工作的經驗累

績、背景學識持續擴充、對當事人與來詢者所屬系統的理解與敏感，從而影響諮詢者以

諮詢形式回應系統工作的嫻熟與掌控程度。而諮詢者深具之人性觀、價值信念，則是影

響著諮詢者自身如何開展個人於專業實踐的價值。 

 

（三）諮詢取向 

圖 5 
以自我覺察督導模式督導自我覺察諮詢架構之督導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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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取向的形塑與運用，來自諮詢知能並結合諮商專業訓練的遷移，其包括諮商專

業訓練、工作風格、倫理考量等，側重受督者（諮詢者）所持之諮詢理論的熟稔程度，

策略使用與其所對應諮詢理論的貼近程度，以及諮詢對話的歷程性技巧運用。是以，如

何貼近使用所述之諮詢理論／策略／技巧，則是此焦點之重點。 

 

三、 諮商工作督導焦點與諮詢工作督導焦點之連結與遷移：以學校輔導場域為例 

 

學校輔導諮商工作中，系統工作／合作為重要工作範疇，學生輔導工作若能結合系

統工作／合作，較能協助學生獲致良好適應的環境與機會，於是針對學生的個別輔導工

作，與接觸學生所屬系統合作方的諮詢工作，往往是同步進行。而學校輔導諮商工作之

督導，即對照出以諮商專業督導及諮詢工作督導占有最高比例。督導歷程隨著受督者帶

入欲談之主題或有切換，實務亦常見於受督者提及與當事人在諮商室內的互動，以及在

諮商室外學校輔導系統工作／合作的訊息傳遞，在督導過程往往是穿插與呈現。 

督導面向的選擇，是取決於受督者當次督導欲聚焦而決定。如同諮詢工作實務亦是

立於輔導諮商實務，諮詢工作督導則是諮商專業督導之延伸，當督導討論面向為受督者

之諮詢工作實務，背景面向則是受督者之輔導諮商實務，反之亦然，在督導實務不難發

現兩者互為表裡的轉換。以下將以諮商專業督導及諮詢工作督導焦點之圖示（如圖6）說

明受督者覺察路徑，其連結與遷移，可分為諮商歷程與諮詢歷程之間、諮詢歷程與諮商

取向之間、諮商取向與諮詢取向之間、兩方的個人成長與專業成長之間等四個部分，並

以藍色雙箭頭表示。 

首先，諮商歷程與諮詢歷程交疊呈現當事人諮商室內外世界的互動樣貌，其互動模

式可能平行於諮商互動及諮詢歷程所述之關係互動，藉此看見當事人遭逢議題或是習於

呈現的互動樣態交織狀態，亦有機會將當事人於諮商室建立的互動型態遷移至環境他者，

進而重新形塑來詢者與當事人的互動。 

其次，諮詢歷程與諮商取向的連結，則是在諮詢歷程獲知當事人未在諮商室揭露的

訊息，由受督者帶入其諮商取向的焦點進行評估與個案概念化的統整。進一步，受督者

（諮詢者）是如何催化來詢者對當事人的理解與評估後，將相關的資訊帶給來詢者，促

發來詢者對當事人多面向的理解，或有推動改變的可能。亦得由諮詢者提供對當事人的

評估與認識，促進來詢者了解當事人，從而面對與解決其互動議題。 

接續是諮商取向的理論、策略與技巧，是如何由諮詢工作所沿用。此沿用尤其以人

性觀與專業理論知能最常為對照的向度，以諮商取向的風格如何遷移至諮詢為例，督導

者詢問受督者的諮商取向及其背後的人性觀，希望與他人建立的關係樣貌，如：後現代

觀點會希望是以平等合作的角度互動與溝通，相信對方有能力因應，因此會進一步討論

合作與平等對話的態度會怎麼在諮詢的過程中展現。而諮詢工作所提供之資源與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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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會如何影響同為諮詢者的受督者與當事人之諮商工作，進一步視為資源並導入諮

商歷程，並促進諮商效能，其交織歷程是往復且流動更迭的。 

最後則是以個人與專業成長為焦點，受督者在身為學生的輔導老師／諮商師，以及

在諮詢關係的諮詢者，其所具備的角色意識的立足、提升與實踐。如何保持系統敏感度

與擴增系統工作能力，來詢者分享之專業評估可能帶來的影響力，或是在分享專業訓練

及經驗之時，又是如何貼近來詢者脈絡而形成可行配套或方案的能力，會如何自評，會

是此焦點所關注之核心。 

 
參、自我覺察督導模式在地性與普同性之反思與實踐 

 

一、 從華人文化「自知之明」立基，探究受督者困惑／頓的離苦得樂 

 

自我覺察督導模式從自知之明諮商模式（Chen, 1988）發展而來，立基於華人文化

之儒道哲學，以「自知之明（Self-knowledge）」對應並連結諮商專業訓練之「自我覺察

（Self-awareness）」，置於諮商督導脈絡即是受督者之自我覺察。誠如陳金燕指出每個諮

商理論皆可以從「人是什麼、人何以受困、人如何脫困」三層面思考（引自姜兆眉等，

2019，3-4頁）。 

自我覺察督導模式回應「人是什麼、人何以受困、人如何脫困」的概念，得以華人

文化脈絡所談的「離苦得樂」論述說明。人是甚麼的概念，在自我覺察督導模式相信人

有自知之明，催化受督者自我覺察，提升其自我覺察能力。 

人何以受困，對應的是受督者帶著「困惑／頓」進入督導對話，而以自我覺察督導

模式進行督導之眼光，是立於相對透視之境界，然後「提其神於太虛而俯之」。如建築物

圖 6 
自我覺察督導模式督導：諮商工作督導焦點與諮詢工作督導焦點之連結與遷移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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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似各項材料等物質條件構築而成，當材料置於建築之中，讓建築因各項材料形塑而完

整（改寫自方東美，2004）。 

在督導進行之際，討論起點即是以「受督者感到困惑／頓之處」，藉由一問一答獲致

片段素材，每一片陳述與訊息皆是「材料」，而催化受督者覺察其認知、情緒、行為、人

我關係等各面向如何影響個己之狀態與變化，則是借用「材料」構築其全貌，並以此「提

於太虛」而後設「俯」以觀之。借用提於太虛之概念，簡明之意為個人抽離於自身處境

之外，以替代眼光或是旁觀者的角度重新看待關注之處，期望藉此能具多元視角反觀。 

具體策略則是透過自我覺察督導模式的三個督導焦點、五個督導策略於對話歷程，

覺察其關注焦點之癥結，藉以能夠「抽離」於「苦」之外，知曉於苦未能分割並與苦「同

在」之時，從而能先從覺察與困惑／頓得以保持一定的「距離」，而非能立即「遠離」或

「離開」那困惑／頓之苦，在督導對話歷程知曉自身困頓之處，其歷程之「樂趣」並非

快樂，是窺見而得知「何以受困」的「茅塞頓開」。 

脫困之道既然來自「提其神於太虛而俯之」的循環而生。不難發現自我覺察督導模

式重視受督者對話歷程覺察而來的行動，展現在督導者協助受督者置於實務工作者之

「身」，也就是協助受督者個人體會而來之所見所為的據以力行，當受督者得知其路徑

並據以顯現於對話歷程，以語言呈現出關注焦點，並仔細敘說其覺察的癥結之處，再以

此為基礎深化覺察，接續凝聚為具體實務介入之策略並滾動式修正，鞏固其規劃，接續

依此形成具體之後續諮商介入策略。 

自我覺察督導模式以催化受督者覺察其思維，廣度深度兼具地協助受督者持續反觀

抽離而行動預劃，並化為日常之己身裝備，循環不斷為取徑的圖像油然而生。受督者即

使仍有受困之處，或看似沒有太大變化，仍能透過督導對話帶來的覺察歷程，再次知曉

何以感受或停留在困惑／頓。 

自我覺察督導模式督導歷程是從形構朝向意構的歷程，換言之，就算表象沒有太大

的變化，受督者已朝向重新架構而引動其持續覺察的循環，因此，覺察沒有終點，力求

畢生朝向通透為要。 

 

二、 以受督者為主體，回應輔導諮商專業本質 

 

自我覺察督導模式對應當前較常為督導實務工作者使用的三大督導模式，如下表3

所列，此督導模式具備諮商督導目的之普同性：提升受督者諮商專業知能，以確保當事

人福祉。因此，在諮商督導目的為立於普同性基礎之上，此督導模式在地性展現於此督

導模式之督導方向有其不同：自我覺察督導模式基於華人文化「自知之明」觀點，督導

方向為催化受督者之自我覺察；區辨模式則是基於受督者需求，督導者切換教師、諮詢

者、諮商師角色，再結合歷程／介入、概念化、個人化等三個焦點，形成九個督導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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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巧（Bernard, 1979）；發展模式（Stoltenberg & McNeill, 2010）則先定位受督者專業

發展階段之後，督導者提供受督者所處階段相對應之督導；系統取向（Holloway, 1995）

則是以督導歷程為主軸，以確認與受督者完成各項督導討論之面向。 

 

表 3 
自我覺察督導模式與當前三大督導模式對應 

 
自我覺察 
督導模式 

區辨模式 發展模式 系統取向模式 

共同點 提升受督者諮商專業知能，以確保當事人福祉 
督導方向 催化受督者之

自我覺察 
對 應受督 者需

求，督導者切換

教師、諮詢者、

諮商師等角色並

提供歷程／介

入、概念化、個

人化之技巧 

定位受督者專業

發展階段，督導

者提供對應專業

發展之督導 

諮商歷程與督導

歷程關係各面向 

 

 

自我覺察督導模式是以受督者為主體，輔導諮商專業所看重以當事人福祉為最大考

量，實踐在自我覺察督導模式所持「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之體用一致。督導專業

對話歷程細緻梳理個人所思所感，自然能夠遷移至諮商晤談當中。以諮商教學研究發現，

應用自我覺察督導模式於大四實習課程訓練，督導互動而構築之互動樣貌，自然地遷移

至受督者之諮商晤談與日常人際互動（姜兆眉、蘇盈儀，2019b；姜兆眉等，2020），再

次彰顯此督導模式的督導歷程具備著受督者學習遷移之動能。換言之，自我覺察督導模

式藉由聚焦受督者之自我覺察，於督導歷程催化受督者充分體驗並掌握其主體思考，並

作為自身對話之主人，再回到身為輔導諮商工作者之諮商歷程，懷抱其主體思維與行動

之時，亦視當事人具主體意識，從而立於協助其覺察之催化者角色的實踐。 

督導的專業把關是輔導諮商專業領域共有的普世價值實踐，自我覺察督導模式督導

者負有教育與專業守門人之責。有別於對錯檢核機制之督導把關，此督導模式的督導專

業對話歷程，以提問「撐」出空間，催化受督者反身思考諮商晤談歷程與互動關係。當

督導歷程撐出空間為受督者覺察所用，督導對話則如同錄影檔案「回放」功能般，回溯

諮商晤談的當事人、輔導諮商工作者、兩者之間的歷程，進行自我檢核。無論是借用女

性主義學者常使用之「全球思考、在地行動（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Ferguson, 1999）

的宏觀視野，或是以「一粒沙看世界」之微觀視框，視受督者在督導當下之現象場為宇

宙，跟隨受督者從有限之中催化其覺察並探求無限，實為自我覺察督導模式強調輔導諮

商專業之養成教育訓練當中，自我覺察為輔導諮商工作者的必要能力，更是回應身處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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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化底蘊之處境所關切並重視與培育之個人／專業成長路徑。 

綜上所述，自我覺察督導模式朝向多維度且依循「模式為本、實務為用、研究為現」

主軸發展循環。「模式為本」意指一脈相承於自知之明諮商模式核心精神而來，其模式哲

思、督導焦點與策略簡明易懂，並不受督導者與受督者所持理論為限，提供跨諮商理論

而得以通用進行督導之督導模式。「實務為用」為督導實務是以模式為本的開展，延續以

提升自我覺察能力為目標提供督導。自我覺察督導模式之實踐擴及輔導諮商工作不同場

域，而自我覺察諮詢架構更是實務架構需求而生的變化，將自我覺察督導模式核心精神

與焦點策略應用於諮詢工作，也預見此核心概念得以遷移至自我覺察為基底之助人工作。

為了自我覺察督導模式發展永續，打造配套進行自我覺察督導模式督導訓練，並從訓練

歷程整合符合工作需求，開啟團體督導訓練模組，藉以力求適用為準。「研究為現」則以

研究為發揮實徵支持，實現理論、實務、研究三位一體（如圖7）之映現功能，持續於督

導實務、督導訓練、諮商教育三面向實踐自我覺察督導模式之發展。 

 

圖 7 
自我覺察督導模式發展之主軸思維 

 

肆、暫結語：以在地反思在地為職志 

 

臺灣輔導諮商專業訓練體制完備，是全球少數自大學層級至博士層級皆有其對應之

專業知能裝備架構。輔導諮商相關政策法令，例如《學生輔導法》（教育部，2014）、《心

理師法》（全國法規資料庫，2003）等亦明文規定學生心理健康福祉重要性，以及規範諮

商心理師專業行使之作為。因此，前人數年累積而成的臺灣輔導諮商專業在地獨特風貌，

是臺灣諮商督導在地發展之重要基礎。 

自我覺察督導模式發展至今，近年持續實務與訓練推廣，亦有專業同儕加入共同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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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自我覺察督導模式實徵研究結果。走筆至此，深感榮幸能參與與持續於諮商督導領域

投入與耕耘，希冀以在地深耕之實踐，與本土同在，並以行動為反思之實踐為職志，並

為文與諮商督導領域之專業同好分享與共勉，欣見後續更多臺灣本土諮商督導模式或架

構，本土督導專業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方東美（2004）。原始儒家道家哲學。黎明文化。 

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2019）。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專業督導認證辦法。http://www.guid

ance.org.tw/rule_new0910.pdf 

全國法規資料庫（2001）。心理師法。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

e=L0020098 

姜兆眉、楊詠儒（2020年10月24日）。新手輔導工作者接受自我覺察督導模式督導之自

我覺察能力遷移［論文發表］。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2020年年會暨學術研討會，臺北

市，臺灣。 

姜兆眉、繆妮晏、蘇盈儀（2020）。社會建構教育學之在地實踐：自我覺察督導模式應用

於大學層級諮商實習課程。教育研究集刊，66（4），39-77。 

姜兆眉、蘇盈儀（2018年10月13日）。扎根學校輔導訓練：自我覺察督導模式應用於大四

輔導與諮商實習課程［論文發表］。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2018年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臺北市，臺灣。 

姜兆眉、蘇盈儀（2019a年10月15日）。學校輔導專業傳承：實習輔導教師與初任專輔教

師自我覺察督導模式受督經驗［論文發表］。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2019年年會暨學

術研討會，彰化縣，臺灣。 

姜兆眉、蘇盈儀（2019b）。諮商教育新手工作者的教學行動：以覺察與反思為訓練主軸

的大學部輔導與諮商實習課程為例。教育心理學報，51（2），297-319。 

姜兆眉、蘇盈儀（2020年10月24日）。國中小專任輔導教師專業社群運作歷程：以自我覺

察督導模式為同儕團體督導架構［論文發表］。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2020年年會暨

學術研討會，臺北市，臺灣。 

姜兆眉、蘇盈儀、陳金燕（2019）。諮商理論與技術導讀：諮商學習者的入門地圖。雙葉

書廊。 

姜兆眉、蘇盈儀、陳金燕（2022）。諮商理論與技術導讀：諮商學習者的入門地圖（第二

冊）。雙葉書廊。 

施香如（1996）。諮商督導過程的建構：循環發展督導模式之分析研究［未出版之博士論

文］。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20 
 

施香如（2003）。社區輔導機構義務諮商員的被督導經驗。應用心理研究，18，145-177。 

張幸良（1994）。以自我檢核為基礎的自我督導模式：檢核諮商員對當事人的概念形成［

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教育部（1969）。國民教育法。https://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FL008927

&KeyWord=%e5%9c%8b%e6%b0%91%e6%95%99%e8%82%b2%e6%b3%95 

教育部（2014）。學生輔導法。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Details.aspx?id=GL0

01380&KeyWordHL=&StyleType=1 

梁翠梅（1996）。諮商督導員訓練效果之研究--以台灣區家庭教育服務中心義務督導員為

例［未出版之博士論文］。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許維素（2007）。焦點解決督導成效之研究。教育心理學報，38（3），331-354。https://d

oi.org/10.6251/BEP.20070116 

許維素、游于萱（2017）。輔導教師之焦點解決督導員訓練成效研究。中華輔導與諮商學

報，49，147-182。 

許韶玲（2004）。受督導者對諮商督導過程的影響因素──從受督導者的知覺檢視。諮商

輔導學報：高師輔導所刊，10，31-49。https://doi.org/10.6308/JCG.10.02 

許韶玲（2005）。諮商新手在督導過程隱藏未揭露的訊息。輔導季刊，41（3），31-38。

https://doi.org/10.29742/GQ.200509.0005 

陳金燕（1993）。從諮商員的「自我覺察」（Self-awareness）談諮商員教育。輔導季刊，

29（3），62-69。 

陳金燕（1996a）。諮商實務工作者對「自我覺察」的主觀詮釋之研究。彰化師大輔導學

報，19，193-246。 

陳金燕（1996b）。諮商員養成教育中「自我覺察」訓練之基本原則。諮商與輔導，125，

14-16。 

陳金燕（2001）。自我覺察督導模式初探。輔導季刊，37（2），1-10。 

陳金燕（2003）。自我覺察在諮商專業中之意涵：兼論自我覺察督導模式。應用心理研

究，18，59-87。 

陳金燕（2017）。馬來西亞人和工作室自我覺察督導之訓練與演練［課程簡報］。 

陳金燕（2018）。第十二屆馬來西亞華社輔導研討會自我覺察督導模式工作坊［課程簡

報］。 

陳金燕（2019）。馬來西亞生命線協會自我覺察督導模式進階輔導組內部培訓［課程簡

報］。 

陳金燕（2020）。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專業督導繼續教育換證課程──自我覺察督導模

式團體督導訓練工作坊［課程簡報］。 



 

21 
 

臺灣諮商心理學會（2021）。臺灣諮商心理學會心理諮商督導認證辦法。http://www.twc

pa.org.tw/eweb/uploadfile/20150922145353198.pdf 

蕭文（1999）。循環督導模式的理念建構。輔導季刊，35（2），1-7。 

蘇盈儀（2007）。自我覺察督導模式在同儕督導上之應用：以國民中學輔導工作人員為

對象［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蘇盈儀（2015）。自我覺察督導模式訓練與實務應用──督導訓練手冊編制與新手督導

受訓者學習歷程［未出版之博士論文］。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蘇盈儀、姜兆眉、陳金燕（2015）。自我覺察督導模式訓練手冊：新手督導訓練。雙葉書

廊。 

蘇盈儀、姜兆眉、陳金燕（2021）。自我覺察督導模式訓練手冊：新手督導訓練（第二

版）。雙葉書廊。 

Bernard, J. M. (1979). Supervisor training: A discrimination model. Counselor Education and 

Supervision, 19, 60-68. 

Chen, C. Y. (1988). Chinese cultural and counseling in Taiwan: A counseling model based on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ilwaukee. 

Chen, C. Y., & Su, Y.-Y. (2008). The Self-Awareness Supervision Model (SASM) in peer 

supervision: Working with junior high school counselors1 in Taiwan [Paper presentation].  

American Counseling Association 2008 Conference, Honolulu, HI, U.S.A. 

Chiang, C. M. (2018, June 26-30). Taiwanese undergraduate trainees experiences of receiving 

supervision: An action research and mixed-method application on Self-awareness 

Supervision Model (SASM) in 2016-2017 practicum course [Paper presentation].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pplied Psychology, Montreal, Quebec, 

Canada. 

Chiang, C. M., & Su, Y. Y. (2021, July 18-23). Supervisor training in Taiwan: Application of 

Self-awareness Supervision Model in school counselling [Paper presentation].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Psychology, Prague, Czech. 

Cramer, K., & Rosenfield, S. (2004). Clinical supervision of consultation. The Clinical 

Supervisor, 22(1), 111-124. https://doi.org/10.1300/J001v22n01_08  

Ferguson, A. (1999). 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 A feminist theory class. Transformations: The 

Journal of Inclusive Scholarship and Pedagogy, 10(2), 94-103. Retrieved August 28, 2021, 

from http://www.jstor.org/stable/43587661 

Holloway, E. (1995). Clinical supervision: A systems approach. Sage. 



 

22 
 

Stoltenberg, C. D., & McNeill, B. W. (2010). An integrative developmental model for 

supervising counselors and therapists. Routledge. 

 

  



 

23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s of Self-awareness Supervision Model:  
Self-awareness Consultation Structure 

 

Ying-Yi Su* Yu-Han Lin 

 

Abstract 

 

Theories of counseling supervision have developed since the 1960s in America, and scholars 

have developed their supervision theories (Bernard, 1979; Holloway, 1995; Stoltenberg & 

McNeill, 2010). While counseling supervision originated in the west, counseling supervision 

in Taiwan is strongly associated with developing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This paper focuses 

on one of Taiwan's indigenous counseling supervision models, the Self-awareness Supervision 

Model (SASM). Since SASM was presented in the 2000s, it has been developed via the 

principle, i.e., "model as a basis, practice as application, and research as presentation" in the 

three aspects: supervision practice, supervision training, and counseling education. Moreover, 

the above development has been empirically supported by research results. SASM supervision 

practice has been developed along with research. SASM supervision practice includes 

individual and group formats of supervision. Additionally, supervision research has addressed 

the SASM supervision process. Moreover, SASM supervision training has been held by 

invitation of counseling associations, counseling psychologist unions, counseling training 

institutes in Taiwan, and guidance/counseling and volunteer organizations in foreign countries. 

SASM supervision training includes SASM individual and group supervision training and 

provides supervision training for elementary and junior high school guidance counselors, 

translating into research projects. The third aspect is to utilize SASM in counseling course 

design, such as employing an action research approach to investigate students' learning 

experiences and receiving SASM supervision in a practicum course.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e following research aims to establish local counseling pedagogy in Taiwan (Chiang et al., 

2020). Further, the application of SASM expands to school guidance consultation and 

supervision of consultation. The paper proposes a Self-awareness Consultation Structure 

(SACS) by applying SASM to consultation. The SACS consultation focuses and strategies are 

also discussed. Supervision of SACS is also presented. As the essence of counseling super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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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to enhance supervisees' self-awareness and counseling competencies, the connection and 

translation between consultation and counseling by utilizing SASM are also illustrated. This 

paper reviews the development of SASM in the recent 20 years and reflects on the story by 

presenting the locality and universality of SASM. Future recommendations for indigenous 

supervision models in Taiwan and sustainability of counseling supervision in Taiwan. 

 

Keywords:  Counseling supervision, Self-awareness Consultation Structure, Self-awareness 

Supervis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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嘗試錯誤：我如何走出一條本土學術研究的路與展望 
 

譚宇權* 

 
摘要 

 

做一位研究中國哲學的學者，就必須已十分謙卑地說：「我越從事學術研究，就越覺得：

自己就像孩子般，想在茫茫大海中摸索前進。雖然沒有所獲，還必須靠持續不斷的努力，

才可能會有一些具體的成果出現。」本文的目的，是設法陳述我這一生，在學術工作上

是怎樣以「嘗試錯誤」的方式，去從事我最喜好的工作。研究方法包括：1.反思我在工

作中的努力經過，與如何去吸取前輩的經驗中設法成長；2.我發現前輩學者在從事學術

工作的種種方法可能有一些不自覺的問題存在，所以當我們真正從事相關問題研究時，

必須有一種反省的能力以避免犯同樣的錯誤。我經過長期的努力之後，發現：個人學問

必須以正確的方法建立起來。但根本的要件，是以論證我們提出的新觀點時，必須有一

套「嚴謹的邏輯」作為支柱。譬如梁漱凕說：「意欲」是決定一種文化「向前」、「向後」，

還是意欲「調和持中」的根本因素—這樣的概括西印中文化的特質，我認為必須將「意

欲」與其一切有關的概念交代清楚，而且需要有一種自覺的反省之心，同時必須有論證

過程才能根據事實做最後的結論。同理，殷海光認為中國文化在某一些時期是「保守的」，

可是我認為在他說之前必須提出具體的證據來支持這種說法。這是我對於胡適方法學的

基本了解，就是他「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精神，雖然存在許多可議之處，可是

基本精神，在於能讓我們反省到，一概以「崇拜古人」的傳統方法去講學術，不如以科

學家的懷疑態度與方法，去重建中國本土的學術；因為我們今天在建立學術中，除了必

須避免以「西方為中心」的研究之外，更應該反思到：中國經學傳統所帶來的似是而非

「假學術」是如何讓人歧途。或說，一切論述若都必須以道德為論述的標準，可能會形

成一種無意義的論述。所以我在本文中，針對以上四種重大的邏輯錯誤：1.先有固定的

答案，才去設法找出證據；2.證據不足下所下的結論；3.西方中心主義的謬誤；4.道德中

心主義的謬誤，提出我的論述。但這是我一生在嘗試錯誤的學術研究中，獲得的一些具

體心得，與諸位先進分享。最後，我還提出一些對本土學術研究的展望。 

 

關鍵詞：本土學術、西方為中心、論證、古人崇拜、嘗試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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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我一生熱愛學術的研究，但我自大學畢業之後，必須忙於養家活口，所以只好全心

投入職場，在一所中學教書整整 29 年之久。但在此期間，依然沒有忘懷過去研究中國

哲學的決心，所以，在課餘與寒暑假期間，頂著寒冷、暑熱的天氣，在家開始苦讀王陽

明的《傳習錄》。 

  但記得當年，無論我如何反覆去閱讀，終覺得：我一直在許多哲學的名詞，如「心

體」上打轉，所以始終不能了悟其中的深層意義，更別說王陽明的整個哲學系統的究竟

了。 

  但後來回到我少年時代就開始閱讀的《四書》，才漸漸發現，原來王陽明的哲學是建

立在孔孟哲學的基礎上。所以如果我不能先去對這個中國哲學的重要源頭有起碼的認知，

則完全是外行人，當然最後是不得其門而入。 

  了解哲學的人都知道：哲學是一門的艱深的學問，特別是一位從未進入哲學系讀書

的我來說，真是舉步維艱。 

  可是，後來我沒有放棄上進的機會，是因為我在初中時代就開始接觸的孔孟，這是

我一生重視中國原典的開始。 

  事實上，我的初中時代，邵夢蘭校長特地在每星期一，開《四書》課。 

  記得，當時教育部還沒有「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的課程，所以這是她個人的創舉。

她是一位很熱心於一句句講授的老師。可是，這種看似簡單，其實相當深奧的哲學思想，

對一位初中生來說，真是太早發的課程。所以雖然很認真地一句句講解下去，但我們這

些學生而言，真是興趣缺缺。 

  可是，我後來我上師大附中讀高中，遇到一位好老師，當年已在輔仁大學研究所教

美學，又當任我們的導師；他就是程敬扶先生。後來，他似乎發現我是一塊研究哲學的

好料，況且當時我也開始喜歡一個人靜靜在下課之後的課堂裡思考哲學問題；如我們這

一生，到底是什麼的問題。 

  不但如此，我還會利用週記簿，對程敬扶老師（二程的後代）的第一本大作──《藝

術論》進行分章的分析與論述。當時我對於美學還很陌生，但他這本書確實是我對哲學

的啟蒙書。我以自認讀懂的心態，將這一本書每一章反反覆覆地閱讀。其情況，就好像

我後來讀博士時，研讀康德的情況一樣。這就真是正式開啟我做學問的開始。本文準備

以下列主題，來論述我的學思歷程，目的在說明：所謂學問的建立，是否經過怎樣的曲

折的過程，才有一些起碼的成績出現？這是本文的問題意識。 

一、嘗試錯誤的意義與價值 

二、知識之取得與個人知識的建立 

三、建立知識的幾種重要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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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土學術研究的展望 

 

貳、嘗試錯誤的意義與價值 

 

  根據我的經驗來說，我們從事知識研究的孩子，在開始時，多半是將教科書所給的

知識視為理所當然。而一般老師，也多半不會去教導我們如何分辨它是怎麼來的？而一

般中小學時代的老師，多半重視升學。所以乾脆說：「就背起來就好了！」但久之，會讓

好奇心重的學生，因受挫而停止發問。 

  但我似乎一位好強的學生。所以一直想自己去解決問題；譬如我的數學在初中時，

一直跟不上進度。但我不服輸，就下課去找老師補習。老師看我這樣熱心，就吩咐我把

不會的與已會一起拿出來做。 

  這下，我有等於重新去做以前教過的數學。但老師後來也發現我並非完全不會，所

以在我能做出正確答案時，給予鼓勵。並且將我錯的地方的原因找出來，告訴我正確的

解題方式。 

  我按照老師的方式去做時，最後有豁然開朗的感覺。於是，我發現進步，而且對數

學產生巨大的信心，所以對困難的地方，只要不再怕它，則學習才可能變成可以自己克

服問題、解決問題的方法。 

  換句話說，我能在早年養成「自己去嘗試」的讀書習慣，而且經常將在嘗試中，獲

得喜悅，變成想繼續學習的動力。所以「嘗試錯誤」的意義，就是讓自己在學習知識時，

能享受其中的快樂。至於其價值，雖然是因人而異，但我可以歸納出一種共通點，就是

讓我們早點建立喜歡自主學習的習慣，最後才能成為終生從事學問研究與建立的學者。 

  這是我在老師親自指導之下，開始改變成為一位自主學習的經過。雖然距離學術研

究仍遠，但卻是我們在學生時代，學習怎樣自己去學習，並能在嘗試中，享受學習快樂

的開端。 

 

參、知識之取得與個人知識的建立 

 

  何謂知識？我的定義是，起初都是外來的，如物理學上的愛因斯坦的科學理論中的

方程式，我們從教科書上可以獲得。而今天我們科技發達後，網路上的各種知識更隨手

可得。 

  但我們為什麼還必須自己去學習與研究？因為我在這裡說的，是如何建立我們自己

的知識？所以重點就在於不管前人知識已呈現爆炸的狀態，但重點是，我們在接受前人

的知識中，除要充分了解之外，更要對這些知識進行反思，這才是我們為學的目標。 

  但我發現，這是不簡單的事，所以我將我在嘗試錯誤中，如何能夠走出屬於我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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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條路，再次願與諸君分享。 

 

一、學習寫作 

 

  我發現這種方法很管用。特別是我多次讀程老師的上述大作之後，雖然才是高中生，

但時常運用他交代的獨立思考方法，去寫出心得，所以很快就將一本週記簿，在一夕之

間用完了。 

  不僅如此，這位恩師，他還將我的週記本，拿去跟他教的其他班級傳閱。這下，讓

我對哲學的思考興趣大增。我彷彿從此被一種「很強大的力量」在背後推動去研究美學

著作。 

  所以我在大學時代，就準備一生從事哲學研究。起初，我在公共行政系的刊物上投

稿，名〈論述蔡元培的教育行政的理念〉。在稿子登出後，令我興奮異常，而且似乎對研

究產生莫大的興趣，而認為：今後必須繼續下去。 

  但大學之後的整整 30 年，我沒有機緣去研究所讀哲學。但這一阻力，反而構成我

一生致力於中國哲學研究背後的最大動力。 

  例如我一方面在中學教書，一面開始反覆自修《四書》，又包括其他先秦哲學與現代

思想家的學說；這也許就是我當年摸過《四書》，卻不懂要義的關係，但因為喜歡哲學而

產生要設法了解的動機。 

 
二、接受專家的從事學術的經驗 

 

  另外，我在自己的摸索之中，從新儒家徐復觀的研究心得中，獲得一些重要啟發，

就是必須直接精讀這些原典，而不可總是依賴他人的註解。 

  記得徐復觀在一次受訪時，是這樣提示年輕人：「必須親身去體會經典的原汁原味」；

因為能閱讀文本，才能逐漸體會其中的含意。然後，才談得上從其精華中，發現潛藏的

意義與問題。所以，若談論我是怎樣開始研究孔孟？就是經過這位大師提示之後，直接

閱讀一手的「文本」。 

 
三、跟隨你值得學習的老師，吸收其學問的方法 

 

  但我對於傳統經典研究時，還必須指出我的經驗是接受自由主義者──宋代大哲二

程後人──程敬扶老師治學的精神與方法，就是「在不疑中有疑」。後來知道，這原是朱

子的治學精神。 

  由於朱子這一誠懇的提示，我再將《四書》，一本本、一句句反覆閱讀，才漸能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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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理（古清美，2000，143頁），並做一個表格，來顯示出我理解的各家哲學系統的真相

的證據。 

  而且我認為：這是一種極為有效的讀書方法，就是對於以某一個關鍵概念所發展出

去的哲學體系的把握，才讓我們進入文本中體驗。最後，才來到「整體的掌握與理解」，

更是最重要的。 

  當然，在掌握整個系統後，回去體會文本中的每一句話，去體會其中的意義，則等

於開啟通往這家學說的大門。 

  所以我對於這種中國哲學的理解方式，沿用至今。所以必須感謝前述的許多前輩。

不過，我必須在強調，胡適是我早年做學問最高的指導，他的治學方法，與「不疑之中，

有疑」完全相通。所以我經常以「評論」，作為我做學問的方法。 

 

四、胡適的治學方法的優點與不足之處 

 

  現在我就以孔子的學說來說，「仁」這一關鍵概念，是孔學中的關鍵概念。但我過去

對仁的詮釋與許多學者一樣，就以為：就是西方哲學家以「追求外在之知識」必須理解

的基本概念。可是，這種知識論的研究方法，雖然對中國哲學概念的初步了解有「一定

的意義」。例如：至少知道一些抽象的概念，如「道」的瞭解，是相對於形而下的器物的

萬物本源。 

  然而胡適的研究任何學問的方法，多屬於歷史研究，所以屬於形而下知識的研究；

如考證老子先，還是孔子先？純屬歷史學上的問題。但他因為要推廣科學方法，所以往

往將形上問題的哲學文本，也進行「科學的研究」；如他不去探究孔孟老莊的「道」是什

麼意思？卻研究老子在先？還是孔子在先？等歷史問題。所以新儒家對他的貌似哲學的

研究，卻終生沉迷考據癖之學（例如：胡適，1998，128-164頁），感到無奈與反感。 

 
五、新儒家對於孔孟的徹悟與不足 

 

  不僅如此，我後來進入中央大學讀書，知道中國哲學是必須經由「實踐」才完成的

生命境界。這就是牟宗三說的「生命的學問」，所以，我們必須使用人類的另一種感性能

力去體會背後的意義不可。例如孟子說人有「四心」，這樣的概念，必須從內心去反思或

覺察其存在。孟子這樣紀錄：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

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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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告子上‧6）	

 

  其中說的「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不是指從科學上的

證成而來的理論，而是體會人性中，必然存在仁義禮智的本心。所以「思」，是「體會」

之思，不是科學推理。另外，孔孟說的仁義之「道」，是生命實踐的學問，所以要靠我們

在生活中去實踐不可。而且是在實踐中去體證。 

  例如《論語》第一章紀錄孔子發自生活經驗的感受。所以第一句話「學而時習之，

不亦樂乎？」成為理解儒家真相的關鍵。但必須注意到這句話背後，有一種根本的意義

是，我們的學習必須「從生活中體察」這種學問，例如孔子經常要我們孝順父母。而在

我們實作中，才是建立這種學問的開始。所以這句話的要義，是唯有在實踐中，才真正

能發現其中的樂趣。 

  這就說明：中國哲學家的學問是起於生活經驗中的「體會」。反之，將中國哲學做史

學研究的結果是，只能作外表的學術研究。 

  像胡適，對中國哲學似乎是外行。所以，對於儒家的真正理解，只能不斷做考證的

工作。 

  反之，我必須承認：當年，我在評論孔子學說時，曾深受陳大齊的名詞整理研究法

的影響，所以出的書《孔子思辨方法評論》（譚宇權，1990），就是專門針對孔子的一些

重要概念，如仁義進行分析。但在今天來看，只算勉強做到相關儒家知識的表面取得而

已。 

  不過我仍然認為，在我們生命的奮鬥過程中，經常犯錯，也不是全然不好。何況，

親身去研究文本，至少可以讓我們把握到經典研究，不能離開文本的基本原則。 

  因此，我現在認為，以上的孔子論述，是我的失敗之作；原因是我沒能將整個哲學

放在中心概念「仁」上做「全般性的體悟」。反之，陳大齊式的「名詞分析」法，是掌握

不到「仁」所包含的意義。可是，由於我當年是一點一滴去研讀《論語》，許多功夫還能

保留在上面。 

  又如我比對《左傳》上的說法，認為孔子時代，重視禮教是古代中國人生活的中心。

我當時的重要發現，也引起一些哲學老師的注意。不過，我必須承認，我同時對於孔孟

的解讀是知識論的，所以過去所犯的錯誤，與同時的新發現，讓我好像因此能夠有後來

棄而不捨的精神，繼續一生的學問研究。 

  而且，就在這時候，我設法接近新儒家的相關論述；如我上述提到的徐復觀，他很

清楚地將孔孟之學，定位為「做人之學」。我後來重讀《四書》，果然如此。所以這給我

的教訓是，如果只停留在只知掌握儒家的重要名詞的了解上，可能最後會像胡適一樣，

對中國哲學的研究，只停留在考據學的領域中。 

  反觀我後來在中大讀哲學時，我能夠從「中西哲學的比較」中，學習到西方哲學家



 

31 
 

的優點在於知識的建構，而非做人之學的完成。於是更覺察到，過去我受陳大齊的概念

分析法去研究孔子哲學，是多麼嚴重不足的，因為孔子的學，不是向外從事客觀世界的

研究，而是設法建構一種道德修養的生命學問。所以我們做一切學問，更必須保持謙虛

的態度，例如多多去觀察四周的專家學者的作法，才是進步之道。 

  不但如此，科學家也是從事研究工作，但他們的研究重點，是在發現存在建立客觀

世界的道理，所以，這是研究客觀事物的道理。反之，中國哲學家的工作重心，是如何

成為一位君子，而不是滿口仁義，而言不及義。所以孔子定義君子與小人，顯然是從這

個人的氣質與追求來區別。例如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里仁．16）；子曰：

「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里仁．24）。 

  不過，我現在要回頭來談我如何接受胡適大師治學方法的影響，我還必須這樣交代：

「新儒家對於四書與其他經典的詮釋，表面上好像不容易出錯，但是，他們也有值得我

們去反思之處，就是他們所持的『儒家中心主義』的治學心態太濃厚。」 

  例如他們經常指出，道家的缺點是「太消極」，這在我作為自由主義者的觀察上是不

足的，因為儒家本身的優點就在有為的生命智慧，但相對而言，我們研究不同於儒家的

一切哲學如道家、墨家，甚至於是法家，不能有一種「唯我中心」的觀念；因為這將會

視其他不同於我的學說，為「異端」，而不去注意他家的優點，如孟子對墨家或楊朱的態

度就是這樣。 

  反之，我研究老莊，不是從儒家進入，而是設法研究，在道家「無為的人生觀」之

下，如何形成生命的超越？換言之，我作為自由主義的治學態度與方法，與當代新儒家

研究老莊哲學的方法有不同，就是，我一直保持一種寬容而不獨尊的心態來論述。 

  也就是，我必須以徐復觀提示我的：必須回到文本上，去做獨立的研究，才不至於

落入「道聽塗說」的問題中。 

  但我過去像其他學者一樣，經常很容易去輕信權威的說法。所以這種「二手式的研

究」，會讓我落入人云亦云的窠臼中，卻不自知。反之，胡適在其中國古代哲學史上的貢

獻，就是以「平等的眼光」去對待歷史上的各家。這是我必須在此特別強調的，當代新

儒家的問題──總是把孔孟之學視為聖人之學，所以從不知懷疑其中可能的問題，結果

做出的學問，有為個人的信仰作辯護的危險。 

  另外，我們今天講學問的研究與開發，自然必須以許多大哲學家為榜樣，如以王陽

明的哲學建構來說，他最後提出的「四句教」，就是如此是一種哲學的突破；因為這確實

是他經歷許多生命挫折後，建立的生命學問。其中，包括儒道釋的成分，更建構出個人

獨特的哲學系統。 

  但他總說，必回到儒家來講知行合一或致良知；這不僅是對孔孟「仁」的真正把握，

同時，已有他許多的創見。 

  例如在他的哲學體系中，不但含有許多道家成分（無為），更包含佛家禪宗思想（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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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所以他被人戲稱為「野狐禪」。但事實上，若對其哲學有深入研究的學者都知道，

這也是少數哲學天才，才有的創造。 

  因此，我當年開始讀王陽明弟子編的《傳習錄》，發現王陽明對儒家之外各種思想的

批評。但他在講儒家的回歸時，並不影響他在中國哲學的發明與劃時代的創見。如他對

朱子必須到外界去格物，以便能夠真正掌握宇宙人生之理之說，甚不以為然。因此，真

的去親身到大自然去格竹子的道理。但經由七天七夜的實驗結果，發現中國哲學完全不

是那一回事。所以最後主張回到內心世界來建立新的儒家哲學。這就是王學形成的經過，

這就是他主張的，中國哲學必須經過千辛萬苦，才體會出的真正原因。 

 
六、《科學的思辨方法論》是我對於新儒家反思之作 

 

  為什麼我會寫作《科學的思辨方法論》譚宇權，1988），因為我反省中國哲學家對於

心性修養的理論（如王陽明的理論），雖然已到達「登峰造極」之處，但我們若從陽明

「格竹生病」的故事（張雅萍，2020，193頁）來反思，將會覺悟：在現代化的過程中，

若不能將學問的方向做根本的調整，則永遠是在道德修養中打轉。 

  換言之，中國傳統學問，不是不好，但要講現代化，必須設法走出去；例如朱熹或

荀子對於一草一木，都知道其中必有理，這本是科學的態度。所以牟宗三的問題，是一

方面主張科學要吸收（牟宗三，2003d，173-175 頁），但另一方面對於有科學頭腦的朱

熹與其哲學，打壓得令人不解（牟宗三，2003b，390-392頁）。 

  我在比較朱熹與王陽明哲學後，發現他們做學問的方法，出現一個極大的差距，就

是兩者，雖然都是以「修身」為學問的目標，但前者有科學與開放的頭腦，所以能夠大

膽走出去，重視客觀世界真相的研究。可惜以當時中國人知識的範圍而言，朱子雖有心，

卻是無力去發揮。 

  不過，朱熹的心靈是開放的；如同荀子建立其學問時，有一顆「追求客觀知識的心

靈」。例如我們在《朱子語類》中，發現朱熹能提出許多客觀世界的道理：「如麻麥稻粱，

甚時種，甚時收，地之肥，地之遙，厚薄不同，此宜植某物，亦皆有理」（金春峰，1998，

頁 184）這顯然是一種科學的觀察法，有何不對？何況，他的見識，已經超過孔子不如

老農的知識範圍。 

  但中國哲學家牟宗三（2003a，121 頁）卻以「孟子的思路」，或順從孟子的返回內

心去「求仁」之路，來批評朱熹學。我則認為，是違背主張提倡科學的初衷。 

  換言之，今天我們既然要重視科學，必須努力在治學上，建立一套追求客觀世界真

相的方法；這一套方法，可以從朱子的學問方法「在不疑中，有疑」為開端──用今天

的話說，就是我們在學問上若要有所突破，必須保持「存疑」的態度，例如我們經常會

將孔孟學問視為不可以變易的學問，所以容易落入保守而不知進取的窠臼中。以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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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當年反省牟宗三之學所著作的《科學的思辨方法論》的要義。  

 

七、我對於儒家研究之外的各家學說的廣泛研究 

 

  反之，在這類似的研究工作上，我主張今後，我們必須敞開心去研究新儒家不太重

視的荀子、墨子，乃至韓非子的問題；因為在荀子、墨子，乃至韓非子的學問中，能夠

建立在外在的知識（包括道德知識、政治知識以及科學知識），這可能是我們過去忽略

的。如荀子重視的學問中，主張如何去「解蔽」？就是必先建立一個清明的知識心。所

以這是現代中國學者做任何學術研究，必須有的修養，如他說的： 

 

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虛壹而靜。心未嘗不臧也，然而有所謂

虛；心未嘗不兩也，然而有所謂壹；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人生而有

知，知而有志；志也者，臧也；然而有所謂虛；不以所已臧害所將受謂之虛。

心生而有知，知而有異；異也者，同時兼知之；同時兼知之，兩也；然而有所

謂一；不以夫一害此一謂之壹。心臥則夢，偷則自行，使之則謀；故心未嘗不

動也；然而有所謂靜；不以夢劇亂知謂之靜。未得而求道者，謂之虛壹而靜。

作之：則將須道者之虛則人，將事道者之壹則盡，盡將思道者靜則察。知道察，

知道行，體道者也。虛壹而靜，謂之大清明。萬物莫形而不見，莫見而不論，

莫論而失位。坐於室而見四海，處於今而論久遠。疏觀萬物而知其情，參稽治

亂而通其度，經緯天地而材官萬物，制割大理而宇宙裡矣。恢恢廣廣，孰知其

極？睪睪廣廣，孰知其德？涫涫紛紛，孰知其形？明參日月，大滿八極，夫是

之謂大人。夫惡有蔽矣哉！(荀子‧解蔽篇‧)	

 

  「虛壹而靜」，顯然是荀子建立其學說時，主張必須建立一顆「清明的知識心」。難

道這不是我們需去重視的方法學嗎？另外，這樣的知識心，與孟子說的良心，形成巨大

分別；後者重視內心的反省，但只解決「個人道德」上的問題，就是孔子說的「內省不

疚」心的建立：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

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顏淵‧4）	 	

 

  但我最初研究孔孟的學問，由於受胡適治學方式影響很深（「有幾分證據，說幾分

話。有七分證據，絕不說八分的話」是胡適晚年的治學格言，我一直奉為圭臬）。所以，

對於胡適的一切學問感動不已。但今天想來，也是一種個人思想崇拜的迷失。同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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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深感覺，今天許多新儒家學者，也有對牟老師學問「過分崇拜」的毛病。 

  我在方法上的自覺後，同時將我過去對胡適的崇拜與當今學者的問題，一併指出，

目的是希望強調：我們對於老師的方法，都必須有自省的能力，以免落入「思想崇拜的

陷阱」中，失去再創發的動力。 

  孟子的成功，不在於他的對孔子的尊敬而已，而是最後，能不滿意孔子對於人性發

揮上的不足。從孟子的創見來論，就是在做學問中，能放下崇拜我們師長的心，這是亞

里斯多德說的「吾愛吾師，尤愛真理」的意義。 

  我在研究新儒家之時，也同時重視墨家、荀子哲學的研究，於是才有相關的評論著

作出版。目的是，讓自己能夠從不同的角度，去比較其中的利弊得失。又由此，更可發

現現代新儒家看不到的問題。 

  另外，在比較各家學說中，必須承認孔孟的強項，顯然落在個人生命的超越（內聖）

上。故「如何作人？」，但在外王方面，確實還有許多值得新儒家去發揮的地方。 

  例如，墨家、荀子或韓非所建構的學問，代表哲人能在外界去建構知識系統。譬如

墨子重視功效主義的兼愛說，其價值不亞於西方的功利學說。至於荀子，能夠建立一套

知識論，是劃時代的（如他的《天論》）。至於韓非，建構的是一種集權思想，所以我們

可以將它與今天的共產制度做一對比。那麼，或許對民主的真義，會有更深入的了解。 

  總之，我們今天很幸運生活在一個現代開放、民主的社會中，可以不受思想的外在

約束，更不會因為批評總統的行為，而被任意逮捕。所以自由臺灣的學者，應該更珍惜

這種學術環境，並以我們的良知去從事學問的研究。再者，我們必須以平等的眼光去看

待儒家之外的諸子之學，才不至於落入眼中只有儒家是值得我們發揚的偏見。這也是我

避免新儒家式的「先訂結論」，才來分析這些所謂不值一顧的哲學，所形成的重大問題。 

 
參、建立個人知識的幾種重要原則 

 

  我先舉出兩位在近代我國最重要的學者與思想家，梁漱溟、胡適，以及牟宗三的治

學方法為例，說明我怎樣受他們影響，而後，在學術的道路上一步步設法向前行。 

  但我同時，也準備對他們的治學方式中，可能存在的問題進行反思。目的是希望能

夠達到學術上的進步精益求精，而非止於歌功頌德。所以我先將多年來所發現的治學方

法上的問題，向讀者請教。 

  由於篇幅所限，只從過去研究經驗中，提出常見到的邏輯謬誤做一些分析；其中包

括：（1）先有固定的答案，才去設法找出證據；（2）證據不足下所作的結論；（3）西方

中心主義的謬誤；（4）道德中心主義的謬誤。以下，我只以個人有研究的梁漱溟與胡適

在治學上，做一些分析。最後，我還設法就這些明顯的錯誤，提出個人的一些如何避免

類似謬誤的解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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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先有固定的答案，才去設法找出證據」與改進之道（以梁漱溟治學方法為重要例

子） 

 

  梁漱溟（1893-1988）是北大教授，本來的專長是佛學，但後來以研究中西文化學的

比較出名；包括《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國文化要義》兩種重要著作，是他一生影響

中國學術界幾十年的重要著作。所以，他主要的學術貢獻，可能就是表現在文化學的研

究上。 

  可是，我必須不客氣說，他寫的書，處處顯示是一位學術修養尚不及格的學者。我

曾經將他的所有著作仔細閱讀之後，進行論述，最後還完成《梁漱溟學說評論》（譚宇

權，1999）。 

  我的結論是，他的學術研究上的重大問題在於，竟然想「一個人獨立完成」有關極

為複雜的文化問題。而且他對於他所研究的大問題，似乎缺乏相對應的基本文化與歷史

知識，為學問的基礎。也就是說，他是先有許多最後的定論，才開始去找證據。 

  我們會問：對於一個研究歷史與文化的學者，究竟必須具備多少歷史與文化的知識？

至少，我們必須對於研究範圍的歷史與文化知識，必須豐富。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如

研究中國歷史的陳寅恪，是這方面的專家，他對於中國歷史的研究，都採取「大題小作」

的方式進行。因為研究題目一旦擴大到對於問題的不易掌握時，經常會出現在粗心大意

下，就想直接下結論的情況。 

  譬如，梁漱溟有「西方文化意欲向前」的論斷；竟然將此武斷的「假設」作為結論，

然後他才開始去找一些無法證成的所謂證據。所以我對他這種有關文化上的討論，就設

法為他尋找正確的方法。 

  在臺灣多年以來曾接受科學研究訓練的學者，對於中國文化的研究，有許多值得我

們借鏡的地方；例如前輩心理學家楊國樞在〈中國人與自然、他人、自我的關係〉（1996，

中，首先定義「文化」是： 

 

一個團體或一組人，經過長久的生活之後，為了適應環境中的種種問題，慢慢

發展出來的一套思想、觀念及行為模式，以及為了表達這些思想、觀念及行為

模式，所製作出來的種種成品，如文學、藝術、建築、器具、典章及制度等。

（9 頁）	

 

  基於此，我們至少必須就他所說的，先具備上述豐富的歷史與文化的知識之後，才

能做出一些具有真正學術價值的合理論述。反之，我在閱讀梁漱溟上書時，會不斷發現

的重要問題是，經常以「個人的一些感觸」，作為論述的基礎，甚至是「論斷的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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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他（梁漱溟，1982）說： 

 

根本在中國古聖人尤其觀察宇宙所得的深密思想，開頭便引領著大家去走上人

生的第二路向。（121 頁）	

 

  人生的第二路向，是他主張的中國文化意欲「調和持中」的路向。其他，包括印度

文化是意欲向後的路向，西方文化是意欲向前的路向（1982，55頁），似乎都已犯同樣

的問題。現在先說他的「古聖人」，似乎是指孔孟。而且他（1982，54頁）這樣鐵口直

斷： 

     

若開頭是非常大天才，其思想太玄深而緻密，後來的天才不能出其上，就不能

另有所發明，而盤絕於其範圍之中。 

 

  根據他的說法，他是指孔孟思想是大天才的思想，所以後代的小天才哲學家，只好

在這一基礎上，盤根錯落於其思想範圍之內進行發揮。 

  但我們回到中國哲學史上的各家「文本」來觀察，除孔孟之儒家外，還有許多哲學

大天才，如墨子、荀子、韓非子，王充、朱熹以及陳亮等等，他們的學說，與孔孟哲學

有極大的距離，但他們的成就，也是不可以任意去抹煞的。怎能以偏概全？ 

  何況，即使最後回歸孔孟哲學的王陽明、陸象山的哲學，都已融合儒、釋、道後，

才能夠完成個人思想的建構。因此，從事中國文化這樣巨大工程的研究工作者，不能只

靠個人的生活上的經驗或感受而已。 

  換言之，在我們從事「中國哲學文化」的研究時，首先必須先把中國文化的核心─

─「中國哲學」的各家學說，至少作一概括的理解不可。 

  若要更深入研究以上種種學說，更要深入重要大思想家如王陽明、陸象山，以及王

夫之等人的哲學中，先有充分的了解不可。否則，在沒有相關知識的「學術修養」之前，

就直接論述中國文化的特質（而且只以「意欲」如何來定論），都可能犯了「輕易下結論」

的邏輯謬誤（The logical fallacy of "easy conclusion"）。 

  反之，根據我對王陽明或陸象山的研究，他們確實有許多地方是在讚揚孔孟。可是，

有一件我們必須認識到的重要事實，就是他們的創發力與成就，絕不在孔孟之下。否則，

他們受到的尊敬與影響，如何而來？現在就以日本曾經在社會上流行王陽明的學說來說，

就足夠說明王陽明是中國哲學界的大天才。所以我不反對梁漱溟孔孟是大天才之說，但

我們豈能在眼裡只有一個孔子或孟子，卻將其他中國哲學上的「大天才」，視為只是孔孟

的追隨者而已？ 

  所以，像王陽明或朱熹在學術上的巨大成就，不是他說的「不能另有所發明，而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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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於其範圍之中」而已。否則，則是對於後代中國哲學的輕視，而這樣的治學，不變成

學術界的無知？ 

  當然，「是否哲學上的大天才」，學者各有不同看法。所以我們可以不斷去討論，但

重要的是，我們在討論中，必須進行合理的論證；譬如我們對朱熹的學說，是否以能跨

越孔孟之外，有自己的重要創發，已經有學者進行研究，更在朱熹著作中，可以找到許

多證據（古清美，2000，頁 136-155）。所以我首先認為：不要以崇拜聖人的方式，去過

度誇大孔孟哲學的價值。否則，我們似乎像過去一樣，以「萬古明燈」去看待孔孟，則

對學術之進步與發展是沒有具體貢獻的。 

  再說王陽明，雖然能糾正朱熹偏離孔孟必須回到內心上，重視自我反省的學問方法，

但他的「心即理」，是延續宋代大哲陸象山對於「理在內心，不在客觀世界」的傳統。所

以不僅王陽明不是「不能另有所發明，而盤絕於其範圍之中」，就是陸象山，也不是原來

孔孟說的原貌。現在以王守仁《傳習錄》來說，已將孔孟哲學的高度，提到宇宙人生的

事理上。如： 

 

愛問：「『知止而後有定』，朱子以為『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似與先生之說相戾。」

先生曰：「於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卻是義外也。至善是心之本體。只是明明德到

至精至一處便是。然亦未嘗離卻事物。本注所謂『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

欲之私』者，得之。」（卷三･35）	

 

  此引文見朱熹在《近思錄》上對《論》、《孟》的推崇（卷三．35）之外，能夠悟出

「凡一物有一物之理，須是窮知其理。」（卷三．9）。所謂：「於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卻

是義外也。至善是心之本體。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處便是。」中說：「至善是心之本

體」，如「至善」，或許可以說是對於孔孟說的善的引申（古清美，2000，136頁），但「心

之本體」的本體一詞，不見於孔孟的文本，是很明顯的事實。至於陸象山，也只有「體」

的學說，如說： 

 

天理人欲之言，亦自不是至論。若天是理，人是欲，則是天人不同矣。此其原

葢出於老氏樂記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而

後好惡形焉。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天理人欲之言，葢出於此樂記之言，亦根

於老氏。且如專言静是天性，則動獨不是天性書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解

者多指人心為人欲，道心為天理。此說非是，心一也，人安有二心？自人而言，

則曰：「惟危自道而言，則曰惟微罔念作狂克念作聖非危乎！無聲、無臭、無

形、無體，非微乎因言莊子云乎？小哉！以屬諸人謷乎！大哉，獨遊於天，又

曰：「天道之與人道也，相逺矣！是分明裂天人而為二也。」（象山語錄‧外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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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7）	

 

    其中，「無聲、無臭、無形、無體」是指「本體」無法以感官去察覺。何況此處已顯

示出，中國哲學發展到宋代陸象山，已從道家莊子處，吸收「本體」或「本根」的概念。 

    所以，現在我們從中國哲學的發展做實際的觀察，並不如梁漱溟所見，好像發揚其

說的許多大哲是「原封不動」在講孔孟之學而已。但類似梁漱溟的許多武斷語，已嚴重

影響我們認識到中國哲學與文化發展的真相。 

    因此，如果我們若從著名的梁漱溟的著作來看新儒學，會大失所望。以下，再從他

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1982，頁 11）的許多問題種種的論斷，來反思做學問時的「武

斷」，是多麼有害於學術。例如他說： 

 

（一種文化）若不能成為世界文化，則根本不能成立。	

 

但又說： 

 

中國文化不只適用於中國社會，而須成為世界文化，才能存在。	

 

  這兩段話的邏輯是，A「（一種文化）若不能成為世界文化」，則 B「根本不能成立」。

他因此推出 C「中國文化不只適用於中國社會，而須成為世界文化，才能存在」。但，根

據中國社會以往的歷史來觀察，中國社會是一個超穩定的封閉社會，形成中國文化變成

中心，不僅曾經影響中國地區，而且曾對四鄰如日韓等的國家人民，至今還多少保有中

華文化的痕跡。所以中華文化似乎有世界化的傾向。 

  但所謂世界化，若亦包括歐美地區，事實上，中華文化還有未接受傳統的中華文化

的地區。所以他以上說的「必須成為『世界文化』之後，才能存立」，是與人類歷史事實

不符的論述。 

  何況，這又是一般的常識，世界上許多弱勢小民族的文化，一直存在至今絕；如臺

灣許多原住民化依舊存在，就是一件不爭的事實。 

  所以我們只要仔細以邏輯檢驗梁漱溟的諸多論述，就可發現：他在文化學上的分析，

是經不起邏輯分析的。 

  再者，我根據文化學者楊國樞對於文化特性的研究就知道複雜是文化最大的特色，

梁漱溟竟然將這種學問，簡化為「意欲」向前或向後。對於科學研究的人來說，必須根

據科學的「小題大作」的方式進行。所以他不但在做學問上，犯了個人思想崇拜的謬誤，

還違反科學的仔細觀察的謬誤。 

  為證明此點，我幫他列出，他未曾列入的許多造成孔孟個人崇拜的原因；如科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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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保守主義的社會氣氛，還可能包括許多已發現與未發現的原因。 

  所以學術研究，我們必須做「文獻探討」，其意義就在於，減少許多時間與精力的方

式，就是去先參考前輩學者許多對於文化學上的論證，到底是否可靠？又有值得參考的

論述，就要大膽引用。但我們根本看不到梁漱溟有這樣準備。 

  反之，我們可以發現：梁漱溟一直運用他的「習慣」，去做許多「令人汗顏」的武斷；

例如，他自己也曾這樣承認（1982，48頁）： 

 

我這個人未嘗學問，種種都是妄談，都不免強不知以為知，心裏所有只是一點

佛家的意思，我只是本著一點佛家的意思裁量一切。	

 

    這樣令人惶恐的方式，就是因為他完全不具備學者的條件下，就來「論學」。因此我

現在以陳寅恪的治學方法，進行反思。 

    陳寅恪（1890-1969），曾經留學美國哈佛大學與德國柏林大學七年。在臺灣里仁出

版社出版《陳寅恪文集》時，俞大維曾經介紹陳寅恪的學問與治學的方法。俞大維（1980，

頁 1）說： 

 

他（陳寅恪）研究的重點是歷史。目的是在歷史中尋求歷史的教訓。他常說：

「在史中求史識。」因為中國歷代的興亡的原因，中國與邊疆民族的關係，歷

史典章制度的嬗變，社會風俗、國計民生，與一般經濟變動的互為因果，及中

國的文化能存在這麼久遠，原因何在？	

 

    我認為，這是了不起的史識；因為過去許多中國偉大的歷史學家，常將中國歷代的

興亡的原因，都以「儒家的道德史觀」作為其論述歷史的解釋。但，陳寅恪重視的是「史」

的「真確性的探討」；例如，他在《元代漢人譯名考》（陳寅恪，1980，90-95頁）中，對

於治《元史》者，將漢人歸為八種說法「不以為然」，因為他能根據當時的日本學者箭內

恆博士的「元代社會之三階段」，可加入「金治下的漢人與宋治下的漢人」兩種，所以應

該說成十種。於是，他又根據蒙古波斯就史之文，加以比對，證實日本博士的說法為真

確。 

  但我進一步要說，他這種能力怎樣形成的呢？在上面提到的俞大維（1980，1-9頁）

介紹他的親戚──陳寅恪在語言方面的功力時，就說這個人不但通梵文、巴利文，以及

我國邊疆民族多種語文（包括蒙古文、新疆、西藏以及古代西域的語文）。所以陳寅恪的

眼光已擴展到不同的學術領域，而能達到見人所未見的效果。最後，受到國際學術界的

肯定。所以這種治學方式，才值得我們學習。 

  也就是說，這位具有國際學術地位的學者，一生都在學習各種語文，才能見人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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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見。所以我將語文學習越多越好，作為我們擴展學術視野與如何防範「先訂結論」問

題方法的另一種重要的方法。 

 
二、「證據不足下所下的結論」的邏輯謬誤與改進之道 

 

  我先論胡適在方法論的建構，因為胡適在學術上的巨大貢獻，在今天的臺灣，似乎

漸漸不為學術界重視，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我在 2020 年中華本土社會研討會贊成學

者過去批評胡適治學方法上的膚淺，甚至迂腐之類的話都可以。何況，陳平原（2000，

137頁）也認為，胡適到老，都是說一套老方法論，而不知進步。 

  可是，今天批評胡適的方法論者，或許是，忽視他提倡時的時空背景。所以，我主

張：能還原他當時的主張，在當時的時空環境之後，有何價值？ 

  例如，許多胡適當年的主張，正是反映當時百姓知識水準普遍不高，甚至於文盲很

多的狀況之下。所以如他在治學方法上的十字訣，「大膽地假設，小心地求證」，讓學者

能琅琅上口，更重要是，記住求證。 

  而此方法，確實也是針對類似前述的，梁漱溟在文化學上的研究而發，就是說，如

果他能接受當時胡適說的，假設必須建立在證據上的方法，或許不至於走了許多冤枉路。 

  再說，清代學者的考據學，對胡適的影響很大，卻一向為新儒家所鄙視（余英時，

2004，157-184頁）。如當年熊十力、牟宗三對清代學者的研究，將顧炎武的研究，說成

「雕蟲小技」。 

  可是，我們若從古學的研究上來說，必須持平去說，就是若先不能對古文字所表的

意義進行研究，可能根本不得入。所以過去對於清代考證學的輕視，是不足取的。 

  進一步，從事「經典研究」的學者，若能注意到古漢語的語法與古文的意義，的確

是讀通經書的關鍵，這也是我從事中國哲學研究的經驗，謹供諸君參考。 

  為證明此理，就以下例說明。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

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為政．4）「不踰矩」是如何

做到的，這裡有一個問題值得深究，就是孔子的學問止於修身嗎？考據學家錢大昕這樣

分析： 

 

天子修其身於上，庻人修其身於下，不敢尊己而卑人，不敢責人而寬己，不以

己之所難者強諸人，不以己之所惡者加諸人。夫然，故施之於家，而親愛賤惡

畏敬哀矜敖惰無辟也；施之於國與天下，而上下前後左右無拂也。五寸之矩，

盡天下之方；一人之身，盡天下之方，一人之身，盡天下之情。絜矩之道，即

修身之道也。由身推之而至於家，由家推之而至於國，由國推之而至於天下，

「吾道一以貫之」而已矣，「忠恕」而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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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從錢大昕（1997，22頁）對於孔子之道的解釋，可知孔子說的「不踰矩」，不

只是「獨善其身」之道，還是「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所以從考證學家的工作上看，

可以肯定，考證絕非近代新儒家口中的「雕蟲小技」而已。 

  不但如此，我還認為：在中國學術建立上，每一個時代都有其不可隨意抹去的功勞；

如清朝學者因文字獄的關係，不敢隨便議論經典中的微言大義，但他們所做的「國故研

究」，往往可圈可點。 

  若從胡適學來觀察，胡適一生在這方面的努力，如後來所做的對章回小說研究與晚

年一直重視的《水經註》考證 ，也都是這種十字訣的表現。所以我對胡適這種「十字訣」

的解讀是──在治學方法上的設法追求「嚴謹」，以替代過去中國哲學家的直覺，這是我

們從事中國學術研究的人，必須有的基本學術修養。 

  反之，新儒家對考證學與胡適方法論的質疑，可以代表過去新儒家對清代學者在考

證上的巨大成就之視而不見。 

  當然，胡適治學方法上，所犯的謬誤，就是他經常將證據不足的，或誤解的中國哲

學，以西方哲學來解釋中國哲學；在這一方面，我在《胡適思想評論》（譚宇權，1996），

已做許多很深入的研究，簡單說，就是所謂以西方文化為中心，所形成的論述錯誤。 

  現在舉例來說，他將《紅樓夢》視為作者曹雪芹的自傳，這已是學術界與許多文學

家認為是胡適對於文學寫作如何產生的嚴重誤解；因為所謂小說、散文以及詩歌等寫作，

不是去記錄一段段的真實故事而已，而是必須靠作者的創造力。所以胡適的科學考證出

這是作者的自述，已構成對小說的本質徹底抹煞與誤解。 

  再以他提倡白話文運動來說，我對於他文章中，將文言文的地位，降低到好像不必

再去研究的地步，不以為然；因為任何文字的表現，經常就是當時的人的口語，例如我

們重視的《論語》、《孟子》，就是代表一種記載下來的口語對話集。所以我們今天在創

作，不僅可以使用白話文，更必須吸取歷代文人作品中的精華。 

  基於此，我反思胡適當年過於激烈的〈文學革命論〉中，雖有其時代的需要，但對

於文言文價值的否定，認為已犯了「證據不足，就下斷語」的邏輯謬誤。 

  至於改進之道，就是我們必須在證據不足時，讓自己先冷靜下來。這是胡適自己說

的：「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有七分證據，絕不說八分話。」我們今天作任何學問，必

須謹記在心。 

 
三、西方文化為中心，所形成的邏輯謬誤與改進之道 

 

  不僅如此，胡適的問題，還包括是以「達爾文的進化哲學」來談先秦的中國哲學。

這是很奇怪的哲學史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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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他竟然以達爾文的進化哲學來講莊子哲學，是一種包含進化學說的哲學，但

在我看來，胡適只是以「片斷的引文」試圖去證明他的學說。這是他晚年已公開承認的

重大錯誤。 

  反之，若能在通透整個莊子哲學的精神之後，才以自己的語言，去演說莊子哲學的

真義，這才表示研究者能真正了解這種學說的真義。否則，若只知從文本中的「片段似

是而非」段落，就認為這是來自外國哲學家的學說，卻是有張冠李戴的謬誤。 

  這就所謂學者的膚淺，就是最後所做出的結論，就是變成以「外行人想做內行人」

的學問。所以胡適雖然是中國文化與哲學開風氣的思想大師，但我們依然主張使用更嚴

格的標準去檢驗。 

  再說所謂內行人的學問，是指我們對於學問的研究，必須具備「言之成理，言之有

據」的論證過程，才能下最後的可能結論。 

  何謂「言之成理」？絕不是看到幾句「類似進化論」的段落或語句，就喜出望外，

進一步大膽將莊子說成一位中國古代的科學哲學家。這不是一件很可笑的結論？  

  所以，陳寅恪在讚美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馮友蘭，2001，96-138頁）似乎就是

在間接批評胡適那一冊已經出版的《中國古代哲學史》的膚淺與存在的重大問題。 

  可是，我同時認為：陳寅恪在批評胡適的膚淺時，他似乎沒有想過，他一生從事的

是「歷史研究」，可是對於他不喜歡的玄學與邏輯，是否需要有足夠的學識，以同樣的謹

慎的方式去說話？此正如他在《三松堂全集．第七卷》（馮友蘭，2001，6頁）說的： 

 

今日之考據學，已足辦別古書之真偽。然真偽者，不過相對問題，而最要能審

定偽材料之時代與作者，而利用之。	 	

 

    這是針對胡適與《古史辨》的作者們，對於古代歷史的嚴重反對所造成之結果，於

是提出比對之後，希望可以獲得的解決辦法；例如，被當時學者視作偽書的《周禮》，認

為依然有利用的價值。這倒是我可以接受的，因為所謂被學者判為「偽經」的古代經典，

卻可以在與其他可靠的經典中的某一些資料進行比對，如《論語》視為可靠的經書。例

如《論語》中提到的「告朔之餼羊」禮：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八佾‧17） 

 

  這在《周禮》上這樣記載此禮，而且更為清楚： 

 

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

凡辨法者考焉，不信者刑之。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藏焉，以貳六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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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官之所登。若約劑亂，則辟法；不信者刑之。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

都鄙，頒告朔于邦國。閏月，詔王居門終月。大祭祀，與執事卜日。戒及宿之

日，與群執事讀禮書而協事。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辨事者考焉，不信者誅

之。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及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大師，抱天時，

與大師同車。大遷國，抱法以前。大喪，執法以蒞勸防；遣之日，讀誄。凡喪

事考焉。小喪，賜謚。凡射事，飾中，舍算，執其禮事。（春官宗伯篇）	

 

    我們根據《周禮》的記載，比較兩者的告朔之禮是如何進行的，才一目了然。所以，

陳的說法是有說服力的。 

    然而，他對於中國哲學表現出的外行，卻是驚人的！因為我們現在讀馮友蘭的舊作

《中國哲學史》，會發現馮友蘭（2001，96-138頁）對於隋唐的佛學，最大的本事，就是

「大段大段的去徵引」而已；可是，這難道就是真正在做學問的方法？ 

  當然，為求證於事實，我們當然可以徵引出一些經文，以表示「我言之有據」。但是，

為證明自己能夠真正通透文本，最合適的方法，不只是能去引原文，還必須將這家思想

的意義或含意，以自己的語言來表現出來；因為如此，才能讓其他學者去檢驗你，是否

已經懂得文本的意義。 

  換句話說，作者通常必須遵守的學術原則，必須是「入乎其內，而出乎其外」的治

學方法；這就如同我們在解釋孔子學問時，有必須將其學說融會貫通，而後，才能以「自

己的話語」表現出來。 

  反之，過多的徵引，或不必要的徵引，反而證明作者無法發揮「一定的說服力」。所

以讓我們迷失在大量的徵引中。所以，這是我說的，「在治學上，必須重視的第一原則」，

就是先練好解讀原典的本事。 

  現在又以馮友蘭在該書中，對於慧能學說的介紹來說，他不去討論《六祖壇經》的

整個哲學架構，而只在分析惠能學說是以「無念」為宗旨。所以，馮友蘭整部哲學史，

只算是一部中國哲學的「簡史」而已。 

  何況，這樣方式去解釋中國的哲學，似乎處處表現出，他還沒有弄清楚宋明理學究

竟在講什麼之前，他就以「新實在論」去解釋宋明理哲學家的哲學，則已有學者對他的

解讀進行批駁。所以馮友蘭舊有的《中國哲學史》，存在的問題多。我主張要先跳開大歷

史家陳寅恪對他的過度讚美，才能守得住我們做學問在追求真理的精神。 

  這是我認為要講學術研究，就必須有份量夠的專家，來把守學術的研究的關卡。這

也是我認為的，「我們做學問，必須以個人研究的範圍中，經過長期的研究之後，才來發

表個人的見解」的基本原則。反之，若輕易去相信陳先生為馮友蘭的新書作序，容易落

入輕信當年蔡元培為胡適的《中國古代哲學史》作序，就以為這是「空前絕後」著作的

同樣問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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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說，我可以西方哲學史著作中，至今可以做為我們借鏡的是 Frederick Charles 

Copleston 的《西方哲學史》（六冊）；因為我們讀這一套書時，才真正能進入西方歷代哲

學家的哲學體系中，而不是不斷從其徵引的經典文句中，去設法了解原經典作者哲學的

真正意義。 

換言之，一部值得我們反覆閱讀的《中國哲學史》，至少具有一種經過學術界公認不

可；因為這是根據現代的學術規格去完成的著作。但至今我們有沒有這樣「具有公信力」

的哲學史？依然令人懷疑。 

若從胡適學來觀察，他一生都在這方面的努力，確實做了許多的貢獻；如對章回小

說與晚年一直重視的《水經註》考證（胡適，2007），也都是這種十字訣的表現。後者用

力之深，我要請輕視此書的人實際去閱讀。所以我對胡適這種「十字訣」的解讀是──

在治學方法上的設法追求「嚴謹」，以替代過去中國哲學家的直覺，表示贊成。 

  換句話說，我主張：我們對於任何學派的主張與治學方法，先不要一概以「不合我

們的胃口」去否定，而是就事論事去研究。而且在研究中，發揮「同情之理解」的學問

態度。之後，再去分析其治學方法中，是否有我們必須虛心學習的，做學問必須的方法。 

  其次，才去反省其可能的發展在那裡？這就是我一向主張，在現代學術的研究上，

必須保持的「獨立思考」的態度；這是我長期受惠於胡適方法論後，必須在此清楚交代

的。 

  當然，胡適在運用他的科學方法中，經過我的反思，似乎有時用得走火入魔的地方，

譬如他將哲學問題，一律使用科學來解決；他（胡適，1977，15頁）將哲學上的人生觀，

交由科學來處理，就形成其科學人生觀上的問題。如說： 

 

只要我們的假設處處建築在已知的事實之上，只要我們認我們的建築都不過是

一種最滿意的假設，可以跟著這種科學的態度，衝進那不可知的區域裡，正如

姜子牙展開了杏黃旗，也不妨衝進十絕陣試試。	

 

  但因為他經常對提倡科學，已進入著迷的地步，因此不知道，人生觀是一種哲學世

界的問題，卻不必然可以使用科學來解決。所以我將主張科學主義的胡適之學的人生觀

問題，也作為他以西方科學做為中心思考的另一種重大謬誤。 

  至於解決的方式，一如新儒家是當今學術界的權威一樣，我主張解決的方式，是不

要任意相信「學術上權威」，即使他的學說已經為許多學者所信仰。所以，我們要檢驗這

種科學主義下的人生觀，是否能解決人生的一切問題？答案是不能。因為死亡問題，至

今科學無法解決，但重視生命覺悟的中國哲學；如儒、釋、道的哲學，也有一套可行的

人生觀。例如老子說：「死而不亡者壽。」不是說人不會死，而是教人不要執著於死亡，

才能避免不必要的煩惱。所以胡適說的科學人生觀，是他的一大失誤，我們當然不必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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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他的信仰走，以免落入「凡事以西方科學」為思考中心的謬誤中。 

 

四、道德中心主義的學術研究謬誤與改進之道 

 

  最後，我從近幾十年來接觸新儒家的重要著作中，發現的問題在此略談。其問題，

在於這一學派雖然已為中國哲學發展出現代的新儒家哲學，但其盲點是，依然將一切問

題，以「道德為中心」做全般考慮的辦法。這是牟宗三最喜歡說的「道德理想主義」。 

  對此學派，我首先要表示崇高的敬意，就是他們已經大大超越第一代新儒家如熊十

力、梁漱溟的學問，主要因為熊十力與梁漱溟的學問（經常是無法放在學術殿堂來討論

的）；特別是梁漱溟所接受的現代知識確實有限，卻能被蔡元培請到第一高等學府，北大

當教授。可是他的言論經常「流於空泛」，又敢發上述的「驚人之語」。所以造成的不良

影響是相當大。 

  同理，熊十力的《新唯識論》確實是一部劃時代的哲學著作。可是，他後來所寫的

東西；如《讀經示要》、《原儒》等書，完全是經不起學術檢驗。例如在《讀經示要》（熊

十力，1992c，866-867頁）中，認為《易經》是孔子著，而孟子之學就是因此而來，最

後只說：「固昭然不容疑也」這好像只有他說了，就該如此。又在《原儒》（熊十力，1992a，

373頁）常發其他斷論說：「晚周法家民主論派必由儒者首創所以者何？儒者本有民主思

想，其變儒而為法亦甚益。」之類的空話；真是讓人無法理解其邏輯如何跳躍？ 

  但因為他在新儒家的創發（指《新唯識論》）上有其不平凡的成就，所以往往將類似

以上的錯誤輕輕帶過，我認為是不合理的，因為一切學問的建立，如果只是馬馬虎虎來

做，則會害己也會害人。 

  因此，我佩服他在建構《新唯識論》上的成就，卻因為他的「任意」、「武斷」，該做

為今日學者戒。 

  反之，當代新儒家如牟宗三是北大哲學系的畢業生，受過良好的現代哲學訓練，所

以在一切論述上，比較前輩哲學家梁漱溟、熊十力，不僅不會出現當年梁、熊上述的問

題。而且，我曾經為此，請教過當今對新儒家學問有深刻研究的陳榮灼先生，認為：「我

雖然不同意他在融合中西印哲學後所建構的哲學體系，但他確實能夠對康德哲學的關鍵

問題抓得很得體。」所以，我在此先保留我對於牟先生在《圓善論》中的論證是否合理

的問題，而先就其外王之道的內容與問題，提出我的一些淺見。 

  為能聚焦起見，我以牟宗三（2003d）的《政道與治道》為討論的中心。 

  首先，他能就他的時代台灣統治與大陸政權統治，做出極深刻的反省。例如他（2003d，

69-86頁）對於類似兩蔣在台灣的獨裁統治時的重大政策（如反攻大陸），以「政治神話」

來比喻，我認為是極為恰當的；因為領導人當時沒本事去反攻大陸（完全要依靠美國參

與），卻製造民族救星的神像地位，來教育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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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兩蔣問題是「徹底的愚民」。但當年許多受其利益的人，至今，反過來要去表彰

其功績如何卓越，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作為知識分子，必須有風骨，才能做真正的學問。 

  而牟宗三，當年能以知識分子之姿，不與這樣的人妥協，又敢發言，這是我們作為

知識分子的光榮。 

  不過，他（2003d，87-100頁），始終是以批大陸政權、蘇聯史大林，以及希特勒的

方式，主張民主之必要。至於對於兩蔣的統治方式，卻隻字未提（3-35頁）。 

  這就是他在此書討論「新外王」時，問題出現的原因就在此；因為以後他重視華人

如何去追求的學說，竟然不是從「道德實際的行動」上，卻是建構一種純粹的「良知自

我坎陷論」之中。所以根據林安梧的說法，只是一種理論建構說，或無法去實踐。這是

新儒家的問題之一。  

  再說，原儒孔子學說中，也存在問題，是我必須指出的；例如當年他與宰我討論三

年之喪的問題，發生劇烈的辯論時，宰我的論述清晰有理：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

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

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

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

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

其父母乎？」（陽貨‧21）	

 

  宰我認為，規定君子三年不行禮，禮必崩壞；三年不奏樂，樂也必崩壞。陳榖吃盡，

新穀又長，老使用鑽木取火的老方法，去解決新問題，該有改革的辦法。這是對的，但

孔子卻非常生氣說：「若父母死後三年內，你還願意吃香飯，穿錦衣，心安嗎？「心安。

你心安你就做吧！我知道君子守孝，吃魚肉不香，聽音樂不樂，住也不安，所以不做你

主張的事，現在你若心安理得，你就做吧。」又說：「後世訂出為父母守喪三年的規定，

是天下通行的喪期。難道他沒得到過父母三年懷抱之愛嗎？」 

  像這樣的問題，當然是發生在孔子時代，確實合乎孔子以孝道為核心而建立的道德

理論，因為我們若從他的時代來觀察，這可以完全滿足當時的需要（所謂以血緣關係所

建立的倫理道德）。 

  可是，我們若從能夠以學術的眼光來討論，孔子上述主張，與其時代已有重大的落

差。例如到孟子時代，在孟子依然主張三年之喪時，就出現下列對話：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

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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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

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

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	

 

  這是孟子主張那種「近乎不人道」的喪禮時，請注意以下的話： 

 

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

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

有所受之也。」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

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	

 

  所謂「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已證明這樣的禮教，在孟子時代

是不再為當時人接納。但在然有將這一件事回去告訴孟子時，引證的孔子的話，根本在

論語中視察不到的。例如： 

 

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

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	

 

  最後則是：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

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滕文公上‧2）	

 

  「弔者大悅」的話，真的失去孔子所謂的孝之本質了！另外，我再次以《戰國策》，

來研究三年之喪的情形來說，厚葬是戰國時代人所反對。例如： 

 

秦宣太后愛魏丑夫。太后病將死，出令曰：「為我葬，必以魏子為殉。」魏子患

之。庸芮為魏子說太后曰：「以死者為有知乎？」太后曰：「無知也。」曰：「若

太后之神靈，明知死者之無知矣，何為空以生所愛，葬於無知之死人哉！若死

者有知，先王積怒之日久矣，太后救過不贍，何暇乃私魏丑夫乎？」太后曰：

「善。」乃止。」（戰國策‧秦册）	

 

  又如，韓非也這樣批評厚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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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國好厚葬，布帛盡於衣衾，材木盡於棺槨，桓公患之，以告管仲曰：「布帛

盡則無以為蔽，材木盡則無以為守備，而人厚葬之不休，禁之奈何？」管仲對

曰：「凡人之有為也，非名之則利之也。」於是乃下令曰：「棺槨過度者戮其尸，

罪夫當喪者。」夫戮死無名，罪當喪者無利，人何故為之也？」（內儲說上‧41）	

 

  所以我反對今天有人依然以「形諸百世不變」的保守主義為孔孟辯護，因為這已違

背當時的現實利益。之外，再從現代化運動來說，我們似乎應該以牟宗三主張的理性精

神指出孟子類似的似是而非言論的問題。何況，從孟子與告子的人性大辯論中，我們也

發現，他在邏輯推理上出現的跳躍問題（告子篇）。 

  所以，如果我們還在堅持一種必須以孔孟為決定一切的標準的話，則一切的學術研

究，都可能因此停頓下來。 

  反之，當年胡適所代表的精神，若單純從學術來說，就是一種理性主義的懷疑精神；

例如他對於三代中的神話人物的聖人化，提出檢討。所以他的中國哲學史，不從皇帝、

堯、舜、禹來講，這是一種學術重建的開始，也是對孔孟所代表的儒家傳統，進行根本

的挑戰；因為在中國先秦時代就出現一為理性主義的儒家：荀子，提出許多批評傳說中

聖王是不可靠的指責。例如荀子這樣論述傳說的聖王： 

 

「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

不克其好義也。雖桀紂不能去民之好義；然而能使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義

勝利者為治世，利克義者為亂世。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故天子

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通貨財。有國之君不息牛羊，

錯質之臣不息雞豚，冢卿不脩幣，大夫不為場園，從士以上皆羞利而不與民爭

業，樂分施而恥積藏；然故民不困財，貧窶者有所竄其手。（大略篇）	

 

  這是一位重視理性主義的哲學家，對於孔孟所崇拜的聖人的根本懷疑。而且，我們

在這一段話中，發現理性主義與傳統的保守主義最大的分野是，對於前人的說法，能夠

「就事論事地」去進行批評。在此，荀子是根據現實世界的「人欲」，認為：你孔孟將古

代人，全視為一個個只知遵守道德的「禮教動物」，卻不敢去碰觸「人欲」這一真實面。

這是極大的問題，就是一位能夠遵守孔教的人，或是道德已經很高的君子，也必須有人

欲生活。否則，可能是假道學。這是我根據荀子的理論，為他發聲的說法。 

  不僅如此，我進一步必須指出，荀子否定必須將「義與利」作「嚴格區分」的背後，

就是根本否定孔孟理想化的堯舜禹的原因，這也是不想再走「空泛學術」的道路。所謂

空泛學術的道路，就是說，我們必須勇敢去面對客觀世界的問題；例如他在〈天論〉中

所提示我們的，有一個真實的世界，是我們長期忽略的。但當時對於科學的知識是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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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薄的。這在中國科學哲學史上，是第一次有哲學家出來，要我們去探索。包括後來胡

適所肯定的清代學術，也就是追尋荀子等思想家的路線去走，但距離荀子的時代（約西

元前 316- 235），約有兩千年。至今，至少有兩千多年之前。 

  換句話說，荀子認為：孔孟儒家想製造人性的理想主義，必須對儒家利用的傳說中

的人物，如堯舜禹，做誇大的讚美，做根本的批判，方法就是請他們拿出具體證據出來。 

  但是，不幸的是，至今，有許多孔孟的信徒，就想盡辦法去為孟子的民本思想，尋

找「就是民主」的證據。但許多所謂證據，若經不起考驗，就失去學術研究的意義。 

  相反的，牟宗三確實是一位在追求知識中，很誠實的君子，所以始終肯定，我們在

孔孟學中，根本找不到民主成分的論述。所以他最後必須使用良知自我坎陷的方式，試

圖將中國傳統沒有的民主與科學設法通進來。 

  而只就這種虛心的學問態度來說，至少證明現代新儒家，對於現代化運動的方式，

是正確的，包括使用科學方法去建立中華學術。 

  又根據人類歷史的大走向來說，這是合理的方向，就是人類近百年的一切努力，不

是希望回去尋找極權專制的文化與哲學思想。所以牟宗三的外王思想中，對於極權專制

政權的嚴厲批評，能充滿知識分子的道德感，是值得我們敬佩的。 

  特別是，他間接使用「政治神話」來暗諷老蔣專制的違反人性的部分，特別讓我感

動。但我在此，還是必須指出，人類民主的實踐或科學的發展，是一種經過幾百年的努

力之後，才逐步完成的；例如我們華人所期待的民主，更是人類道德實踐的一種。但他

卻一種簡化的方式（良知自我坎陷說）來陳述。請問，這是否就是的犯了邏輯上跳躍（made 

a logical jump）？ 

  因此，我也必須在此不客氣指出：我不否認新儒家在現代對於維護孔孟思想的一切

努力，可是若我們作為一名研究他學問的學者，還是以一種極端保守的心態去從事學術

研究，則我們的學術可能遲早會被淘汰。 

  反之，要發展科學與民主，首先就必須建立一種實事求是的精神與方法。這就是我

在本文中，一直重視的胡適精神。 

  當然，胡適的方法，的確有其不足的之處（以十字訣論）。但至少，不會像許多保守

主義者，在我們要發展科學與民主或以實踐之後，還想為孔孟學民主思想而辯護。試問，

這種凡事以「古已有之」的心態去做學問，還有什麼希望可言？ 

  基於此，我認為胡適當年在《中國哲學史上》說的話與主張，可以「存疑」的方式

去詮釋的。而這種理性的精神，就是當年一位富有理性精神的儒家學者，荀子早已提倡

的學術方法。而後來從美國回來的胡適博士，在其《古代中國哲學史》（上卷）上詮釋諸

子哲學的方法，正是這方法的運用。 

  或許後來有不少的學者，如劉述先（1996，1-48頁）對於胡適的學問，提出許多「中

肯的批判」，我也認為這是胡適的學術研究的大問題，就是他解決的問題，是屬於歷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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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考證。但從事哲學的學術研究，還不只於此，因為哲學是指對於宇宙人生根本問題的

根本解決；例如孔子的思想，雖然沒有到達哲學的層次，但胡適卻不用生命學問去研究，

所以受到新儒家輕視，是我們必須承認的。 

  但，我們若還以「信仰」為出發點講孔孟，就如我過去在中大讀書時，有教授對我

的批評孔孟學說，提出嚴重的警告一樣，讓我迷惑的是──「我們若不能反思過去，怎

樣讓學術進步？」但，唯獨林安梧教授知道，我是一名自由主義的學者，所以我對於孔

孟的批評，認為不表示我對聖人不敬，反而是設法推進其古代學問的開始。 

  因此，我如今對新儒家的一切批評，在設法去找回孔孟當年建立其學說的活力。而

這種活力，包括新儒家牟宗三能夠吸收康德哲學，讓孔孟之學獲得泉源活水一般。所以

我多麼希望將孔孟的崇拜，改變為，設法發現其中不足之處。 

 

伍、本土學術研究的展望 

 

  我對於本土學術的建立充滿期待。所以，本文最後，提出個人對本土學術研究的展

望的一些淺見，就教與先進學者。以下，我從三方面來說我對本土學術研究的展望。 

 
一、 本土學術的意義與過去的問題 

 

  本土學術的意義，是回歸中華文化中，以現代學術的規格，來建立具有真正價值的

著作。根據我在本文中的分析，中國學術在新儒家第一期中，幾乎是在缺乏現代學術的

環境與現代知識之下，從事學術研究；如前面指出的梁漱溟、熊十力的一些研究。其中，

充滿「個人情緒性的言語」，與許多「不負責任的論斷」。所以我們今天，要重新去整頓

自由中國的園地，已經是刻不容緩的大事。當然，到新儒家的第二代出現後，情況確實

已大有許多改善；如牟宗三、唐君毅，以及徐復觀等人的著作，已大大超越上一代新儒

家的規模，這是值得我們繼續的地方。 

  因此，我現在要提出的本土學術的展望，就是想針對胡適與牟宗三的治學方法，提

出一些具體可行的建議。 

 
二、 胡適治學方法的意義與問題 

 

  胡適對於他從美國帶回來的「十字訣」的治學方法，到老依然充滿自信。所以除到

處推廣其方法之外，又將這種方法運用在各種學術研究上。所以我主張，在現代學術的

建立上，首要就要去檢驗這是否是一種值得推廣的「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方法。這

就是想從胡適方法論的意義上，去進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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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是從兩方面去檢討： 

 

（一） 化約上的問題 

    鄭宗義（2013，69-110頁）認為，胡適「十字訣」有「化約上的問題」。我則以為，

當年面對的是中國識字率不高，所以這為一生自覺地不使用高中程度以上的文章，與一

般民眾溝通，已成為貢獻社會與國家最重要的方式。可是，在今天我仍然要指出其「十

字訣」的方法中的重要問題，是此治學方法上的問題。 

  包括過於簡化科學方法為「十個字」。所以在一般學者運用上，已產生一些疑惑；如

說「大膽的假設」中的「大膽」，有問題，因為究竟「假設」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但在

我們提出一種新的想法時，若只是基於「個人的勇氣去假設」，則毫無意義。 

  例如，我們若想「大膽」一下，去假設牛頓萬有引力律是錯的，則可發現：我們在

假設前，是否要有相關的科學知識？所以我反對大膽說。但反過來說，我們若總是對於

孔孟之說，抱持信仰、真理的心態，則後果是，我們會如梁漱溟說的「只是隨之起舞」

而已。所以在此角度言，「大膽」，或許有對前人學問保持質疑的意義在。 

 

（二） 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不同所造成的學術研究上的重大問題 

    我又認為，胡適最大的問題，似乎在他提出科學方法去研究一切問題（包括人生問

題）。所以在對於本行的哲學研究，落入「西方為中心」的學術問題之外，他又重視的，

哲學問題的研究。所謂哲學問題的研究，是指在我們研究文本時，必須重視到底孔孟老

莊在講什麼？而非以科學的眼光，去研究各家中，有無「進化論」的觀點。但我們檢視

他的上書時，發現他處處是總想以「達爾文的學說」去論述中國先秦的哲學。所以他的

學術研究，變成解決考證學上的問題。但真正的哲學研究，必須是一種內在特色的研究。 

  所謂內在特色的研究，如牟宗三（2003c，11頁）在研究中國哲學時，寫出一本《中

國哲學的特質》，書中指出中國哲學的特色是道德實踐的生命之學。而這些哲學家，對於

宇宙人生往往做「一體觀」。也就是以詩人的眼光，去感知萬物的道理；若以《中庸》記

錄孔子的話，就是：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

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

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夫。」（第 16章）	

 

  就是對於我們感官無法到的抽象事理，必須一律使用「體會的方法」去「覺」與「悟」

宇宙人生的道理。所以從事中國哲學研究的人，必須先要具備這樣的認識。又如孔子說

「仁者樂山」這句話，使用的是人類感知的能力，去體察仁者與山脈合一的方式，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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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學家羅素在《哲學中的科學方法》（1966，115-120頁）說的，以感官，直接去觀

察山脈的真相，所以若想瞭解中國哲學，必須將萬物性（德性）做一體觀。 

  那麼我對於中國哲學的研究，主張：至少能夠來到現代新儒家所提示我們的標準上

進行解讀，才不至於落入胡適當年的，以西方科學理論去詮釋中國哲學的謬誤中。 

 

三、 新儒家治學的方法與存在的問題──以徐復觀與牟宗三為例 

 

  徐復觀最重要的中國哲學著作，可能是《中國人性論史》（1969）。此書的成就也很

高，原因包括他言而有據，絕不信口雌黃；我試舉例說，例如，他論孔子學問，能夠從

本土經典去研究其真相。比較而言，就是能跳脫崇洋媚外的方式，先體會中國哲學，所

以能成為中國哲學的精神去詮釋。 

  例如他解釋孔子的「仁」，不是像當今學者以西方知識論的方式去定義。因為「仁」

是一種人格修養到極致的象徵詞，不是西方哲學家說的概念，如康德說的「無上命令」，

是可以清楚去定義的。但徐復觀（1969，96頁）是以「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發憤忘

食、樂而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來說明「何謂仁？」就是說，「仁」是指一個人在追求道

德境界中，來到的最高境界。請問：如何可清楚定義？所以徐復觀是真懂中國哲學。 

  但我認為新儒家對於孔子的問題卻避而不談，例如他們對孔子刪《詩經》、《春秋》

等違反文藝與歷史的事，不加反省，這是違反科學求真精神的。再者，牟宗三的良知開

出民主與科學之說，是我們必須深切反省的。雖然其弟子如蔡仁厚（1994，20頁）力挺

老師之說，認為：「順著儒家民為貴，重民主」和「民惟邦本」這種用新的方向去看，其

贊成民主政治的體制，可以說是理所當然的。」 

  可是，將民本與民主不分的問題，可能是新儒家弟子們今天最大的問題；因為牟宗

三早在其外王上引述書中，表明兩者之區別。何況，開出說，實隱藏張之洞的「中學為

體，西學為用」的問題，就是要將中國文化為「體」，西方學問為「用」。但體用之間是

「合一關係」，而非「對立關係」，則如何能夠如上的分離來討論？這也是我提出的新儒

家問題。 

 
陸、結語 

 

  經過以上的論述，我將回答本文的問題：所謂學問的建立，是否經過怎樣的曲折的

過程，才有一些起碼的成績出現？我的答案是肯定的，因為我們過去經常活在前輩的方

法論中，譬如我早年對胡適的學問到達著迷的程度。但這樣的方式去做學問，讓我有一

段漫長的探索過程，也有一些收穫；譬如我的中國哲學的探討中，已出了不少的著作。

但是我回看以往這些作品，有時會覺得汗顏。所以我以「嘗試錯誤」一詞作為我一生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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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於學術研究的重要概念。 

  不過，在這種摔倒碰撞的過程中，我仍然會經由不同學術研究的各種成果中，看到

許多是我們必須去遵守的治學方法，一如我在本文所討論的問題： 

 
一、先有定論，才去設法找尋可能的事實 

 

  這是民初哲學家最容易犯的毛病。包括梁漱溟對於文化路向的武斷，已讓人懷疑；

如他竟然將印度文化視為向後走的文化，西方文化是向前行的文化。但他似乎忘記，西

方帝國主義當年到處去殖民與侵略人家。這在人類追求文明中，難道不是一種向後走的

倒退文化？同理，說中國文化是意欲調和折衷；這是說，「不倒退，也不知前進」，也是

似是而非的論斷，因為若從中國文化的各個層面來說，一部中國哲學史就是中國哲學在

不斷追求進步與發展的歷史。又一部中國文學史也能如是觀。所以梁漱溟對於文化的知

識到這樣膚淺的地步，證明他沒有現代知識。而沒有現代知識下，就想談論中國文化與

哲學這樣龐大的學術領域，不會讓人十分惶恐與不安？ 

  再就是作為新儒家第一代的大師級的熊十力來說，在後期的著作中，任意也是很武

斷說某某古大哲學家的說法是錯誤的；這樣去從事學術，也是讓我們後輩學者感到不安。

因為學問不是建立在個人主觀的「想當然爾」上，否則，人人不可成為大師？基於此，

熊十力能夠建造出《新唯識論》這樣的哲學體系確實具有重大建樹，但我認為：我們不

要因為他過去建立的學術權威，而對他的其他學術研究中的重大問題「視而不見」。否

則，我們是違反學術必須建立在有效的論證上。 

 
二、學術權威與治學方法的反省 

 

  例如我們對於胡適治學方法的反思，並不是完全否定對他一生建構的學問；因為他

主張白話文運動、以現代語言創作詩歌、主張我們應該重視儒家之外的哲學思想研究，

都是我們當代學者，在建立當代中國文化中，必須有的見識。但他以半生不熟的中國哲

學理解，就來談中國哲學，是我們必須察覺的。 

  再我從本文論述的目的中，發現，無論自由主義的胡適與新儒家牟宗三等人，都在

追求中國文化的現代化。我所謂的中國文化的現代化，不是主張中國文化的西化。我跟

新儒家一樣，對於中國古代的一切由智者所建立的文化與哲學，有高度的興趣。所以一

生投入無數時間、精力去研究。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我重視當代儒家的研究方法：生命

哲學的體悟。 

  不過我對牟宗三良知的自我坎陷說，感到大惑不解；因為此說，顯示他對另一種文

化與中國文化的融合上，缺乏一種直接去融合的寬闊心胸。例如：對民主的接納，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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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高（中國哲學）低（西方哲學）的落差。但這問題，是我在另一重要論著中，討論的

主題。 

  現在簡單回答這個重要的問題，就是在中西哲學與文化中，我們必先以彼此尊重的

態度，去發現我們的傳統文化，在中國現代化中，何者是不足的？牟先生既然已承認，

中國文化在民主與科學上的嚴重不足，為何不直接像胡適主張的，現代化必須全盤去採

納這兩種文化？反之，牟先生採取的良知開出說，似乎已經將他承認中國文化中本不具

備的民主與科學成分，硬說：可以經由中國傳統文化中開採出來。請問：這裡是否有邏

輯上的嚴重的矛盾？再者，現代臺灣人在追求現代化的過程中，能以犧牲個人生命及幸

福的方式，去完成臺灣的今日民主，已證明過去一切理論性的現代化之論，都可能缺乏

一些必須強調的東西，就是道德理想主義者，必須同時具備儒家本有的道德實踐精神；

例如自由主義者殷海光在對抗蔣家政權的獨裁中，所表現的道德勇氣（王中江，1997，

322-334頁）。 

  總之，今天我們重視本土學術，已展現一切回到中國經典來研究，並重新做負責任

的研究，是值得鼓勵。反之，無論胡適，還是馮友蘭式的，以「西方哲學來說中國哲學」

的方式，有「盲人瞎馬」的問題。改進的方式，包括近年來有哲學學者孫隆基（2007），

以小題大作的方式去進行中國文化細部的考察。如此，我們才真正運用到科學法中的細

部分析，然後，才提出的答案，才合乎學術的規格。 

  此外，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我們必然遭遇上一代知識分子該如何去銜接中西哲學與

文化的重大問題。但至今，新儒家似乎還在苦思中。因此所謂學習西方民主與科學，變

成一種理論的建立而忽視道德新價值──民主與科學價值的實踐，是應該在生活中落實。

在這方面，今天臺灣人可以自豪說：「臺灣民主已建立個人與社會新道德。」所以，我主

張：避開上一代，或上代代（張之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迷失），這是我對於本土

學術建立的最大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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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al and Error: How Do I Find a Way and Prospect of Indigenous 

Academic Research 
 

Yu-Chuan Tan* 

 

Abstract 

 

To be a scholar of Chinese philosophy, one must have said with great humility, "The more I 

engage in academic research, the more I feel like a child trying to explore the vast sea. While 

nothing has been achieved, sustained efforts are needed before some concrete results can 

emerge.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try to state how I have spent my life in academic work 

doing what I like best in a "trial and error" manner. My research method involves: 1. Reflecting 

on my efforts in work and how I try to enhance through learning from the experience of my 

predecessors. 2. I discovered that some methods senior scholars use to engage in academic work 

might result in some unconscious problems. Therefore, when we are really engaged in research 

on related issues, we must have a self-reflection ability to avoid making the same mistakes. 

After a long period of hard work, I found that personal learning must be built in the right Way. 

Moreover, there must be strict logic at its pillar when putting forward a new point of view. For 

example, Shu-Ming Liang (梁漱凕) said that "will" is the fundamental factor in determining 

whether a culture is "forward," "backward," or "harmonious." Such characteristics are to 

commit a logical fallacy of partiality, popular in Western, Indian, and Chinese culture. I think 

that "will" must be clearly accounted for with all its related concepts and that there needs to be 

conscious introspection. By the same account, Hai-Kuang Yin (殷海光) believes that Chinese 

culture is "conservative" in certain time periods. Still, I think it is important to present sufficient 

concrete evidence to support this statement. This is my basic understanding of Shih Hu's (胡適) 

methodology. Although there are many things to discuss in the spirit of his "ten-word epithet: 

"bold assumptions, careful verification," the basic spirit is that we can use scientists' skepticism 

and methods to rebuild Chinese academia rather than "worship of the ancients" traditional 

methods to lecture academia. Moreover, in addition to avoiding Western-centric research in 

building academia today, we should reflect on how the plausible "fake academic" that comes 

with the Chinese tradition of learning is going astray. In other words, if all discourse must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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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on morality, it may form a meaningless discourse. Therefore, in this article, I will address 

four major logic errors: 1. there is a fixed answer before trying to find evidence. 2. the 

conclusion is drawn under insufficient evidence. 3. the fallacy of western centralism. 4. the 

fallacy of moral centralism, and then put forward my argument. These are some specific 

experiences that I have gained through "trial and error" in academic research all my life, and I 

share them with you all. Finally, I put forward some prospects for indigenous academic research. 

 

 

  

Keywords: Chinese academic research, Western-centered research, argument, worship of the 

ancients, trial and 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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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預期性喪偶中年婦女之持續連結經驗研究 

 

蕭高明 李仰慈 羅家玲* 

 
摘要 

 

生存者是否應鬆開對逝者的持續連結（connection bond）以適應新的生活，或者應持續

連結以有助於哀傷任務的完成，研究上有不同看法。本研究探討 5 位台灣非預期性喪

偶之中年婦女在喪偶後一至兩年的持續連結經驗，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理解其持續連

結經驗的內涵，以作為諮商輔導實務的參考。綜整研究發現如下：一、配偶死亡的事

實使得親密關係被迫斷裂，造成喪偶者內心的「空虛」與「家的不完整感」，喪偶衍生

的孤單、愧疚、遺憾、自我感喪失等經驗形成以「缺」與「憾」為主軸的哀傷經驗。

二、喪偶者相信配偶的死後存有，初期可藉由香火與牌位重新安置宗教或民俗方式轉

換丈夫的虛擬存在，以便後續在情感或生活的持續連結，若有似無間相信逝者仍在。

三、連結形式與喪偶者個人心理需求、雙方關係或死後存有的信念有關。文化習俗或

是宗教信仰媒介如牌位、靈媒、擲杯、祭拜、夢、懷念與精神楷模等方式，讓「該在

的人」依然存活心中，以便使「缺」與「憾」得到彌補。隨著生活與時間，持續連結

（connecting bond）的渴望漸淡，持續連結有其心理功能，讓意外喪偶的中年婦女得到

內心的安慰與支持，藉此聊慰未了的失落遺憾與複雜情緒，彌補對家的不完整感。在

哀傷調適中，持續連結不僅是哀傷任務，也是哀傷歷程。 

  

關鍵詞：喪偶、非預期性死亡、哀傷、持續連結、哀傷調適 

蕭 高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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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喪失所愛的人是人生的至痛，無奈的是我們幾乎無法避免在生命過程的某個時間點

會失去所愛的人，華人社會丈夫年紀往往比妻子大，再加上女性平均壽命較長於男性，

在邁入中老年後成為喪偶者機會較高。依內政統計通報（2018）顯示，由 2008 年到 2017

年十年間，男性喪偶人數佔總人口約 2.4 %未有增減；女性喪偶人數比率則由 2008 年的

9.51％到 2017 年的 10.52％，每年以 0.11％的比率增加。2017 年底 40~59歲中年喪偶者

共 206,372 人，占所有喪偶人數 15.43 %，其中男性喪偶者約占 15.2 %，女性喪偶者約

占 84.8 %。中年女性喪偶人口逐年增加，且人數是男性喪偶者的 5.58倍。 

中年階段處於肩負人生多重任務的時期，有些女性為了照顧家庭而從職場退出，丈

夫成為家庭收入的主要來源（林斐霜，2002）。丈夫過世後喪偶婦女必須被迫返回工作以

獨立負擔家庭經濟（周玲玲，2001；曹桂榮，2004），回到家仍然必須處理種種家務，「子

女教養」與「維持家計」是她們所面臨的主要困境或壓力（吳家鳳，2008；張覺元，2005；

羅家玲，1998）。然而喪偶後的悲哀、憤怒、愧疚、自責、無助、胃部空虛、胸部緊迫、

窒息感、缺乏精力、困惑、失眠、心不在焉等哀傷反應相當常見（Worden, 2002/2011）。

在無助的情況下，試圖和死去配偶以某種方式保持持續的連結以減輕哀傷的情形也相當

普遍（Conant, 1996; Field & Friedrichs, 2004; Rees, 1971; Shuchter & Zisook, 1993）。然而

早期研究認為持續連結（connecting bond，簡稱 CB），可能影響生者難以接受生死分離

的事實（Bowlby, 1980），然近年 Stroebe等人（1992）則認為持續連結有助於哀傷歷程，

而非切斷聯結。故持續連結對哀傷調適的利或不利各有主張，某些研究試圖瞭解持續連

結在什麼情況下對喪親者有助益，在什麼情況下反而有害（Boerner & Heckhausen, 2003; 

Field et al., 2005）。而哀傷的反應受到許多因素影響，其中非預期死亡（unexpected death）

往往帶給喪親者極大衝擊，使得原本形成的情感依附（attachement）關係與客體（object）

頓時失去，特別在中年階段的婚姻眷屬正值共創家庭幸福階段，突然失去配偶的多重失

落不只是失去親密對象，還有情感依附、家庭合作夥伴等等，影響之鉅值得探究。而哀

傷經驗必然受文化影響，故其喪親的連結經驗亦應涵納喪親者文化，以使研究更貼近本

土的實際生活經驗。故本研究探討的研究問題為：理解 5 位因自殺、意外發現癌症且快

速惡化、心肌梗塞、心臟麻痺等非預期性喪偶的研究參與者對喪偶的主觀經驗，在喪偶

後和死去配偶的持續連結經驗內容與形式等，藉以探究持續連結對生者的影響。 

 
一、持續連結在研究上的不同觀點 

 

許多實徵研究發現喪偶者和死去配偶維持連結關係是很普遍的現象，早期的研究發

現即使喪偶 10 年後，還有 50%的人經常感受到配偶的存在（Rees, 1971）。Shuchter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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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sook（1993）調查 350名男女喪偶者，他們的生活仍然和死去的配偶有高度的關聯，

這種連結的頻率並沒有因喪偶事件後的時間流逝而有不同。近十年來的研究發現和死去

親人連結的普遍性，尤其常發生於親人過世後一年之內（Field & Friedrichs, 2004）。Meert

等人（2005）發現喪親者藉由回憶或感覺死者的存在等，和死者維持一種持續的連結關

係，死者仍出現在喪親者的生活中。許多的喪偶者會依據其宗教，文化及其個人的特殊

信念，以獨特的方式和其過世的配偶保持某種形式的連結（Field et al., 2003; Shuchter & 

Zisook, 1993）。 

Klass等人（1996）標舉持續連結（continuing bonds）的概念後，越來越多的學者對

持續連結在哀悼歷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感到興趣（Boelen et al ., 2006; Field, 2006a; Field, 

2006b; Field et al., 2005; Field et al., 1999; Klass et al., 1996; Neimeyer et al., 2006; Packman 

et al., 2006; Schut et al., 2006）。持續連結對哀傷調適的功能漸漸被許多理論學者及治療

實務者所接受，建議喪親者和死者保持一種正向的持續連結關係（Boerner & Heckhausen, 

2003; Klass & Goss, 2003; Stroebe & Schut, 2001）。 

但也有一些研究發現它並非總是有助益，例如 Freud（1917, 1957）認為嚴重的哀傷

問題在於喪親者無法接受死者已逝的事實，在意識或潛意識中仍然相信死者的存在，無

法將投注於死者身上的能量（libido）收回或情緒能量撤出（decatharsis），而影響其哀傷

歷程。 

近年來研究焦點已經轉向，以瞭解持續連結在什麼情況下有無助益（Boerner & 

Heckhausen, 2003; Field et al., 2005; Klass & Steffer, 2018）。有些研究結果認為成人依附

型態會影響喪偶者採取特定的持續連結方式（Bonanno et al., 2002; Vanderwerker et al., 

2006），也影響哀傷調適歷程；有些研究發現死者和家屬生前不同的關係品質會影響哀

傷反應（Murphy et al., 1999; Smith, 2005）；有些研究則認為死者生前的角色在家庭關係

中的情緒依賴，生活功能會影響喪親者持續連結的強弱及後續的哀傷反應（蔡佩真，2009; 

Shapiro, 1994）；有些研究則強調持續連結的方式會影響哀傷調適（Epstein et al., 2006; 

Stroebe & Schut, 2006），連結的內涵與意圖影響哀傷調適的功能（Field et al., 2005）。過

度使用持續連結以減少喪偶哀慟（Field et al., 2003），或是使用持續連結的時機等（Attig, 

2001; Parkes, 1998），也同樣對哀傷調適有影響。因此，目前不同的研究提醒我們比較平

衡的看待持續連結在哀傷調適上的角色，所產生不同的影響（Field, 2006a; Klass, 2006）。

Boelen等（2006）也提醒，不要認為不同的連結方式對哀傷調適的影響有直接關係，整

體性的考量有其必要，包含文化因素對哀傷歷程與哀悼的影響。 

 

（一）華人文化中生死連結的不同形式與意義 

  華人文化相信死後存有，以重新安置死者虛擬存在。其中以儒釋道的影響最為廣泛，

都認為死後的生命會轉換為另一種形式的存在，雖然孔子以「未知生，焉知死」回覆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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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子路問如何事死的疑惑（論語．先進第十一），但已認肯人在死後以鬼神的形式存在，

且應「敬鬼神而遠之」。一般民間信仰也認為死後活在天上或地府，甚至需經過閻羅王的

道德審判。佛教徒則認為生命輪迴，因緣果報決定死後投生。華人文化認為家的範疇不

只包括在世的親人，還包括死去的成員甚至是遠古的祖先，無論是祖宗牌位或祠堂等，

都彰顯華人家族成員的概念廣涉陰陽，且陰陽之間相互影響。故配偶雖然死亡，仍然被

認為是家庭的一份子，且喪葬儀式的文化社會意涵對哀傷調適深有影響（吳秀碧，2016；

許敏桃等，2005；Chan, et al., 2005）。死者的照片也常成為虛擬存在的象徵，作為生者

在生活遇到困境時，有傾訴的對象（Chan et al., 2005）。Field等（2003）針對 39 位喪偶

者，他們表示和死去的配偶至少在一起生活 3 年，配偶去世 5 年後，許多人仍然保留死

者的遺物或相關物件，以作為思念配偶的象徵或媒介物。華人文化相信，死者仍然以某

種方式存有，並藉由牌位、墓園、照片、在世時用過的東西等遺物，主觀上賦予死者心

理上的地位，重新安置死者虛擬存在，成為生者持續連結的媒介。因此，在諮商實務上

也應理解當事人所處文化對其個人和家族哀傷的影響。 

  生死兩隔後，兩者的持續連結需要媒介。華人生活以「祖先崇拜」作為生者與死者

溝通的媒介，透過清明節日的追思或祭日的燒香膜拜形式連結，以及在重要喜慶，如結

婚、考中理想學校時，也會稟告死者；逢年過節會在桌上擺上死者的餐具（Chan et al., 

2005）。例如： 

 

對著牌位說話、膜拜討論每天家裡所發生的事件或擲杯判定重大決策等，都是

一再承認死者在家庭中存有的關係與位置，也呈現將死者重現的企圖。（許敏

桃等人，2005，69-70頁）。 

 

祖先崇拜提供了家人與死者連結的管道，死者雖然肉身已死，但仍在家人的生活中佔有

一定的位置，甚至以「慎終追遠」作為文化的美德，在關係與精神上仍保有連結。其次，

藉由神職人員的對話，在華人文化上也很常見。例如：在喪禮過程的道士也藉由擲杯來

確認死者的意向。靈媒創造獨特的時間及空間使得生死重逢成為可能。在華人文化中的

神祇問事，如： 

 

觀落陰，均代表了死者具有「主動」動作，且方向性為死者「趨向」生者，因

此哀傷不再單方思念，而是具體呈現生死兩方的「相互性」，使得再度「共現」

成為可能。（許敏桃等人，2005，69頁） 

 

靈媒對於受喪親之痛的人們提供了面對面和死去親人接觸或提供訊息的對話機會，使強

烈的思念得以緩解，提供生者情緒支援及生活決策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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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另一個常被探討的連結媒介是夢境。夢是生者與死者溝通的另一項管道，過

去許多西方學者探討喪親者所做的和失落或哀傷有關的夢，稱為哀傷夢（grief dream）。

有些學者探討構成哀傷夢的內容及其組成要素，例如 Garfield（1997）將哀傷夢分為九

個基本元素：預告死者出現、會面的地點、死者本身、伴隨死者出現的人、夢傳遞的訊

息、死者贈與物、離別擁抱、死者離開、對夢的感受；Ryan（2006）將哀傷夢的內容分

為追憶死者、想像死者還活著或是死而復生情景、對死者的情感反應、因失落事件所得

到的理解或洞察等。有些學者探討哀傷夢所反應出喪親者的心理狀態，並將之配合哀傷

歷程分類（Garfield, 2001; Kennedy, 2001/2003），例如 Garfield（2001）將哀傷夢的內容

分為三個階段：（1）麻木階段；（2）混亂階段；（3）重整階段，有些學者則探討哀傷夢

的調適功能（Wary & Price, 2005），Garfield（1997）由訪談喪偶女性、同儕所帶領的喪

親支持團體成員、個人的喪父經驗等所做的夢，以及當時有關於哀傷夢的出版作品，由

這些豐富的資料來源共蒐集了上千個哀傷夢做分類，研究發現夢可以傳遞死者的訊息。

夢讓喪偶者和死去配偶的重要回憶在夢中重現，夢同時保證死者不會被遺忘（Ryan, 

2006）。在佛教與道教影響下的華人文化，夢被當作生者與死者溝通的橋樑，例如：對生

者預警，或期待生者為他們做一些事情等（李燕蕙，2006）。可見，華人文化中的夢重視

的是生死內的傳訊息遞。另一種更抽象的連結形式是精神指引與傳承，遵循死者生前的

行事風範也是持續連結的媒介。生者在做重要決定時揣摩如果死者在會如何做？以死者

生前的教導作為日常生活做人處事的準則，緬懷死者生前的種種事蹟等，親人雖然已經

過世，藉由遵循其風範，彷彿死者還活在心中（蔡佩真，2009；Hussein & Oyebode, 2009; 

Klass & Walter, 2001）。綜合上述，無論是隨順文化民俗的儀式，或者生活現實的訊息轉

告夢境的暗示或精神上的追隨等主被動的連結，都可能是生者用以安頓死者的心理地位

與情感表達的功能性媒介。 

 

（二）持續連結、關係轉化與哀傷調適的研究 

1. 死後連結帶來關係的轉化及哀傷調適 

  依據客體關係理論（Horowitz, 1987, 1988; Kernberg, 1966），死亡威脅著死者所投射

的內在客體之穩定性，相應內在客體所建立的自體影像（self imagine）也會發生變化（吳

秀碧，2017；Meissner, 1981; Schafer, 1968）。華人文化習俗或某些宗教信仰所以有助於

哀傷調適，乃在於相信人死後存有，死者依然存活某一個世界（李燕薏，2006；蔡佩真，

2009；許敏桃等，2005；Chan, et al., 2005; Ryan, 2006）。和重要他人維持心理上真誠的、

支持性的、持續而穩定的連結關係，對個體的心理健康非常重要，這個連結關係可以成

為個人生命的重要支持力量（Blatt, 2004; Bowlby, 1980; Mikulincer & Shaver, 2003; Slade, 

2004）。Bowlby（1980）的依附理論認為，當個人覺得和依附對象依舊維持著安全的連

結時，便能放心地探索外在世界，並且勇於去面對挑戰發揮潛能。Conant（1996）以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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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研究探討 10 名配偶非預期性死亡的喪偶婦女，發現持續的想像或感覺配偶的存在，

提供她們一種安全感，並且克服內心的無助感。其次，連結也成為提供生者解決現實問

題的資源。喪親者持續面對生活現實，在需要的時候以內在的持續連結開啟自我對話

（Stierlin, 1970）。有些喪偶者在做決定時想像配偶會如何做，以作為做決定的參考，也

作為內在資源的一部分（蔡佩真，2009；Hussein & Oyebode, 2009; Klass & Walter, 2001）。

Shuchter（1986）的研究也發現喪偶女性遭遇生活困境時，會在內心向死去配偶求助，並

想像配偶的回應方式，因而得到很大的幫助。 

2. 連結能延續自我認同 

  關係轉化的另一項功能在於維持自我認同的持續性。喪偶後自我的完整感受到衝擊，

自我的連續性也面臨斷裂的危機，很可能引發當事人的自我認同或身分認同改變，例如，

不再是某太太，或某太太的相關地位或影響力（羅家玲，1998；Gillies & Neimeyer, 2006; 

Neimeyer et al., 2006）。喪偶者可能試圖嘗試新的存在方式，學習新的行為模式及習慣新

的身份，直到重新找到合宜的自我認同，此歷程是喪偶者生活調適內涵之一，而持續連

結在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Attig, 1996）。藉由夢、和對方說話、或是宗教儀式的接觸，

都可以加深死者在生者內心已逝的真實感及死者的角色被生者重新的安置，雙方關係也

由現實、外在的社會連結，轉化成個人內在象徵性的關係（Field, et al., 2005; Field & Gal-

Oz, 2010）。而女性的自我認同中，關係與維持家的圓滿是相當重要的一部分。華人世界

相較於美國文化，比較重視家族整體利益甚於個人自我實現，自我感往往呈現在家庭的

完整與圓滿中。在臺灣特殊的文化背景下，持續連結所以能幫助哀傷調適，主要在於它

達成了華人文化所要求的家庭圓滿或家族興盛，因喪偶所帶來的不完整感，可藉由和死

去親人的再連結以維持家庭中有父、有母、有孩子的完整性，重新達成文化所要求的圓

滿（許敏桃等，2005）。 

3. 處理遺憾與愧疚的平臺 

  持續連結可以成為處理遺憾與愧疚的平臺，有些人必須照顧長期臥病在床的配偶，

配偶死亡反而解脫了長期的壓力與身心疲累（Davis et al., 2000; Lazarus & Lazaus, 

1994/2002）；有些夫妻關係早已名存實亡，喪偶對這些人也許並不會引發傷痛，從而有

釋放感或者不只是引發引傷痛，還有關係中的複雜情緒如恐懼或自責等。但對大部分人

而言，配偶過世無疑是一件非常痛苦的經驗，尋求理解喪偶的失落事實，並找尋意義是

很自然的事（Neimeyer, 1998/2010）。和配偶生前的衝突，複雜的情緒糾葛，例如憤怒、

生氣、或是罪惡感交織並存，再也沒有多餘的精神與力量去尋找與重建失落的意義

（Huang, 2008）。可見喪偶的連結或哀傷也會因不同關係而有個別差異。Huang（2008）

的博士論文，分別對 56 位不同國籍的喪親者進行訪談，研究結果歸納出持續關係對喪

親者的幫助，在於可以作為處理和死者未竟事件的輔助，透過持續連結使得自我轉化成

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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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上述，喪偶後的持續連結形式，與其關係轉化和哀傷調適密不可分，也與個人

內在、生前的互動關係、死亡的形式與影響、文化及宗教信仰等有關。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方法論 

 

為理解受訪者的主觀經驗與深層感受，本研究採取質性研究，以深度訪談理解受訪

者所言說的經驗內涵。本研究者檢視自身的視框不僅如上述對持續連結與文化中提供連

結經驗的媒介等作為理解的前見，且藉由整體與部分的理解，由研究者和受訪者的視框

融合共同建構文本意義。故文本的意義不只是被發掘，而是經由兩者間循環不斷的共構，

讓整體與部分達到理解，故基於本研究者與受訪者互為主體的同意，而詮釋出受訪者寓

居於世的存在經驗，訪談文本中亦包涵雙方的語言所建構成的真實。 

 

二、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之參與者的招募是透過研究者將研究目的、研究重要性、對受訪者的相關保

護說明、以及研究參與者的條件限制等訊息，透過電子郵件徵求合適條件而有意願的受

訪者。考慮喪偶是異常痛苦與混亂的經驗（Attig, 2001; Fearon & Mansell, 2001; Parkes, 

1998），喪親 18 個月後長期調適結果已經顯現（Bonanno & Kaltman, 2001），大部分的人

約在 1到 2 年內可以恢復到喪偶前的功能（Bonanno et al., 2002）。Lund等人（1993）的

研究發現 1到 2 年後喪偶者的憂鬱情緒和一般未喪偶婦女已經沒有什麼差異。因而喪偶

1 年以上比較適合作為本研究之參與者，此外為了顧及喪偶時間過長而遺忘當初的感受，

喪偶時間也不宜超過 5 年。本研究受訪者之配偶死亡原因雖有不同，但皆是在沒有料想

到的意外事件、發現病情下快速惡化的非預期喪偶經驗。研究參與者年齡介於 41 歲到

60歲之中年喪偶婦女，經歷配偶死亡後 1 年到 5 年之間，配偶過世前曾經一起生活 3 年

以上之個案 5 位，有意願而且能用言語清楚表達，在知情同意及研究倫理下進行訪談與

資料檢核。 

  研究參與者的基本資料請參閱下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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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研究參與者基本資料 

參與者代號 R01 R02 R03 R04 R05 

對死後觀點 民俗信仰

（死後靈

魂） 

民俗信仰

（死後靈

魂） 

民俗信仰／

念佛（死後

靈魂） 

無特定看法 無特定宗教

信仰和看法 

宗教信仰 佛教 民俗信仰 佛教 曾信基督教 民俗信仰 

訪談次數與

時間（分） 

1-90 1-90 1-100 1-120 1-150 

2-80 2-90 2-100 2-100 2-150 

3-80 3-90 3-75 3-90 3-120 

4-120 4-30 4-30  4-80 

年齡 約 50歲 40多歲 約 60歲 50多歲 約 50歲 

學歷 高商 大學 大學 大學 商專 

職業 旅遊業 護理 服務業 無工作 保險業 

結婚年 約 21 年 約 17 年 30多年 20多年 約 20 年 

配偶死因 自殺 癌症病逝 短時間病逝 心臟麻痺 心血管意外 

喪偶至今 約 1 年半 約 2 年 1 年多 約 1 年 約 1 年半 

子女 成年子女 

2 人 

青少年子女

2 人 

成年子女 

2 人 

成年子女 

1 人 

成年子女 

2 人 

 

三、資料蒐集方法 

 

  本研究採用深度訪談，訪談過程對於受訪者口語及非口語的訊息都詳細記錄於文本

中，非口語的行為，如沉默、嘆息、語言的轉變等，在謄寫逐字稿中適時加入【台語】、

【沉默 28 秒】、【語氣急促】等非語言脈絡。文中引述內容為訪談逐字稿之受訪者別、

訪談次別（訪談次數與時間，第一個數字代表第幾次訪談，第二個數字代表訪談所經過

的分鐘，例如 2-60 代表第二次訪談，時間為 60分鐘）、逐字稿段落意義流水碼號別。也

包含訪談者的重述確認用語之文字。研究者也將訪談情境、偶發事件、訪談者的感受、

心得、聯想等，詳實的紀錄在研究日誌上，以作為資料分析的素材。資料分析方法參考

詮釋現象學資料分析步驟，從視域共融的文本內容中，先逐段理解其意義，予以標示後，

彙整體文本中，找到和研究問題有關的主題或組型，以助於理解文本所蘊含的深層意義，

以主體分析法與資料彙整的結構（李維倫、賴憶嫻，2009；高淑清，2000；Smith, 2003/2006），

故透過視域共融的理解，形成分析文本與主題及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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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的信實度 

 

  過去從量化研究取向觀點明研究的嚴謹性（郭生玉，2001），但Lincoln 與 Guba（1985）

（引自潘慧玲，2003）提出「確實性」（credibility）、「轉移性」（transferability）、「可靠

性」（dependability）與「確認性」（confirmability），描述質化研究取向的「信實度」（trust 

worthiness）。質性研究品質的確保，須從整個研究過程和步驟間環環相扣，另可由研究

者、研究參與者和資料分析三者著手，包含重複的訪談和內容確認、研究者本身的反思

和訪談雙方的互動、資料的確認與詮釋等（鈕文英，2019）。資料整理過程與完成後，分

別與受訪者確認個別文本的正確性、理解與表達的真實性與正確性，獲得受訪者高度認

肯後方彙整為本文與統整性的內容。訪談中以尊重和澄清與摘要等技術確認受訪者之原

意，並由前兩位研究者先確認個別文本以適當的意義命名後，再與第三位研究者複核，

對於差異之處進行討論與確認，以幫助研究者的理解和視框能清晰和穩定。然限於篇幅，

僅擇取某些受訪者的言說以回應主題，無法全部摘述每位受訪者的描述文。 

 

（一）研究者本身的立場 

  研究者在探究研究受訪者的生活經驗時，不可能完全拋開自己的視框。此處說明研

究者本身皆是人在中年後期且有配偶和家庭者，兩位研究者在碩博士階段起修習「死亡

心理與諮商」課程與進行研究，多年諮商經驗中發現哀傷應包含文化因素，而不僅是個

人哀傷歷程。三位研究者皆有佛教信仰二十年以上，深感生死無常，深信佛教生死觀，

也瞭解民間死亡儀式意義；故對受訪者抱持謙恭聆聽其經驗的態度。研究者的先前理解

即如本文文獻探討，研究過程中以討論及個人訪談筆記，協助研究者反思自己的先前經

驗、預設、偏好、諮商理論等，需在訪談中做到現象學擱置「前見」精神，避免不當的

預設。 

 

（二）研究參與者檢核 

  受訪者是提供原始資料的來源，訪談過程不做太多的引導，在不偏離主題的前提下，

盡量讓參與者自由地暢所欲言，同時，在訪談中即結束前，逐一摘述受訪者談話內容與

情感內容請受訪者確認及修正，以確保其原始意義。透過和她們討論每次訪談的結論與

理解，並確認同意所做的個人初步分析，以達到資料分析與詮釋的可確認性，並於後續

協助研究者確認及修補受訪者資料。 

 

（三）協同研究者檢核 

  為了避免研究者的前理解扭曲或誤解受訪者的生活經驗，研究者和二位協同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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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逐字稿依不同的主題分別寫下自己的詮釋，然後互相討論。從相似或相異的觀點中審

視自己前理解之適當性和正確理解受訪者的程度，並做適度修整。 

 

（四）誠懇、尊重及感恩的研究態度 

  喪偶是人生極大的痛楚，研究者珍惜受訪者願意分享的心，懷著誠懇學習、尊重受

訪者及其配偶生死別離的生命故事。故不以專家角色互動，避免從心理評估或診斷的角

度評論當事人的哀傷經驗，而是尊重其主觀經驗，以平等和同理的心貼近受訪者的主觀

經驗，並予適當呈現，避免太過詳細的個人資料，例如年齡和職業等，以示尊重。 

 
參、研究結果 

 

一、持續連結經驗：我們還在一起？！ 

 

  婚姻連結在世關係卻因配偶死亡而突然斷裂，彙整彙整受訪文本後，以下以「重新

安置以虛擬存在」、「持續連結與否」與「持續連結的媒介」說明研究參與者之持續連結

經驗，整體意涵可理解為：「我們還在一起？！」表現出虛無與真實間的存有，若有似

無、似無還有的連結經驗。 

 

（一）重新安置以虛擬存在 

  研究參與者之主觀自認的宗教信仰如表 1所示，她們雖然有不同的宗教信仰，卻都

相信人死後仍然以靈魂或某種方式存有。例如 R02就堅信「靈魂現在已經也被證實了，

科學上面也已經證實了有靈魂這回事…」（R02-1 1015:1019）。而 R01也認為如此，「我

們的宗教告訴我們有嘛，有鬼也有神嘛，就是鬼神之說嘛。（妳也同意？）我也同意。」

（R01-1 563:568）。「人死後有沒有靈魂？我也不曉得，應該相信吧！我覺得他如果在那

個地方很好，那我就會很開心這樣子。」（R03-2 1001:1005）「其實我沒...沒有特別的...說

參加哪一個宗教團體，那...我會相信人的靈魂有它存在的空間，我認為那是存在的，可

是那是...那是歸向於哪一個宗教我不知道。（妳覺得妳先生會用某一種方式存在？）嗯。

（他還會認為他跟妳是一家人嗎？）至少以我的理解，應該是還有...還在啦，（還算同一

家人？）對。」（R04-2 648:659） 

  對 R02而言，先生是擺在家中香火袋，R03則在客廳放丈夫的牌位，這些代表死去

丈夫的象徵物具體化丈夫的虛擬存在，使生與死可以互相溝通。R02想跟丈夫溝通時可

以對著他的香火袋擲筊，或對著牌位說話：「我家裡是有放一個香火袋，然後呢，因為怕

火災點臥香，一杯水在那個地方。我們也沒有放他的照片，照片的話就是電腦裡面就有，

因為阿嬸告訴我說，不要留那張照片，喪禮的照片都是不好的回憶，她說我們現代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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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的照片已經那麼多了，妳留快樂的照片，小孩子想到去哪裡玩、去哪裡玩的趣事會比

較好。」（R02-11 957:964） 

  在華人文化習俗影響下死去的丈夫雖然不在人世，家中的牌位或香火袋就代表他所

在的位置，以表示其不同形式的存在，重新安置丈夫的在世存有，成為持續連結的不在

場臨現。這是所有受訪者會提到的共同經驗，牌位、香火袋等，皆與其宗教信仰和文化

習俗有關。 

 

（二）願意持續連結與否 

  R02 希望藉由靈媒或是擲筊瞭解丈夫在另一個世界過得好不好，「…因為我們會擔

心說，欸他這樣子，好像一個人去到另外一個世界打拼的那種感覺。會覺得他會不會碰

到一些什麼困難、一些什麼狀況這樣子…然後在家裡…擲筊…」（R02-2 1129:1142）；R03

則試圖要求丈夫托夢給她，告訴她是否有收到功德迴向，是否已經脫離一切病痛。R03

因擔心自己延遲送醫讓丈夫冤枉早死，她的作法是誦經，「…可是妳沒有辦法彌補，因為

他已經走了。然後…做了很多的法事啊，念經啦！…我發現說這樣是有用的…我到目前

天天還念給他。」（R03-1 429:433）R04來不及瞭解丈夫心中在想什麼，因做得不夠好或

來不及做的「憾」無法放手讓丈夫離開，必須持續連結。 

  不願連結則因為生前事件或關係所引發的「憤怒」，不願和過世的丈夫有所牽連。

R01 憤怒於丈夫無情地拋棄，以自殺的方式離棄她們，她氣的是「很辛苦的付出一切，

可是最後你就這樣走了，我就覺得好像我都沒什麼希望，…我還有一些在我身上的債務。」

（R01-2 511:517）R02和 R03 因為長久以來照顧生病丈夫所經歷的種種壓力和負擔，害

怕勾起過去沉重的回憶而不願生活中彼此仍是持續連結。生前配偶沉重無奈的痛苦隨死

亡而得終止，情感上不願再有來生夫妻的緣分。「有時候會跟他講說，我跟你的緣都已經

消除了，因為他以前會跟我說，他要跟我當七世夫妻，那我就說我不要，（為什麼不要？）

老實講我經常跟他吵架，他病得太久，我覺得很多事情都壓在我身上，我覺得很累，啊

我就…我每次會跟他講說，我們兩個以後還是老死不相往來。然後他就說下輩子…，他

說下輩子當女的，我當男生這樣。（妳很怕在一起又這麼累這樣子？）欸對對對，因為我

總覺得…，我會跟他講說，我欠你的都還完了，（這輩子累得已經夠了）欸對對對。」

（R03-2 469:483） 

  有些研究參與者因生活現實壓力而不容許情感連結的哀傷，或以能獨立生活的行動

讓逝者安心，例如 R05堅持丈夫死後和兒子的生活依然維持著「如常」。「就是把該辦的

事情辦完之後，我開始小小地整理我的家裡，換窗簾呀、油漆呀。那也有人曾經說：妳

都沒有想到要保留原狀嗎？妳難道沒有一點的懷念，妳就這麼急於想要把家裡都弄一弄

這樣子？那這個也不是說反對的聲音哪，只是有人這樣問過我。告訴我的人是說，大部

分都是說，他的東西都不要動，都把它就是…，就好像他還活著這樣。可是我後來回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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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沒有耶，譬如說他的拖鞋，我、我就沒有留下來；還有他的衣服，大部分我就把

它捐贈給那種像舊衣中心，我覺得還有人可以穿，就是一件好事這樣。所以我的如常，

並沒有把我先生的部分保留下來，我的如常是我跟小孩的如常。」（R05-3 10:19） 

  有些參與者一開始不願意想起配偶，例如 R01 的恐怖經驗是「我那時候幾乎…每天

晚上閉上眼睛就看到他死去的樣子，然後就很難過很多個月…然後很可悲。」（R01-1 

603:609） 

  從上述可見，並非持續連結都是充滿濃厚思念，可能是非預期性死亡的複雜情緒與

沉重負荷，讓生者不願再主動連結。在社會層次上，喪偶者隨順習俗，使用文化或宗教

上的連結媒介以求死者平安，生者心安，但個人心理層面上的連結經驗是被動的，主被

動的情感連結間的矛盾，與生前關係或生者的哀傷調適有關。 

 

（三）持續連結的媒介 

  夢是一個和死去配偶常有的連結媒介，本研究所有參與者都有夢到丈夫的經驗，藉

由夢在虛擬時空和死去的丈夫重逢。R01、R02和 R03 的夢同時呈現出過去和丈夫一起

經歷的記憶，而且是過去平常的家居活動，丈夫在夢中重新的情景就如同活在家庭中。

「（妳可不可以舉一個比較詳細的，比方說嗯去）在家裡聊天啊。（在家裡聊天）。對啊。

（然後去玩，開車子去玩。）開車去玩啊。（妳還記得其中某一個嗎？是怎樣去玩、去哪

裡？）忘記了，（但是大概印象就是在家裡聊天，然後去玩這樣。）聊天在那邊講話，然

後突然間醒過來的時候，咦他已經走」（R02-3 692:723）。 

  R04 對她的夢的解讀是丈夫想告訴她，他不是因為對生活失望刻意不想活，忍心地

離開她們，如果早知道會突然死亡，他願意提早到醫院接受治療。「那次我夢到他，心裡

就想說他已經過世了，為什麼還會在這裡，可是不管了，我就跟他講說，那我們現在就

去看醫生，然後他...就...點點頭跟我說好，那我還跟他說我們要去看那一個醫生，去找台

大的呢？還是去北醫呢？還是去哪裡的醫院？那他都說好、都聽妳的，那根本就不是他

啦！他是根本不要看醫生的人。（所以那這個夢到底是什麼意思？）我姐姐講，她就說

那...我姐的解讀是說...，他根本不知道他自己闖了這麼大的禍【笑】！所以她說他會不會

是要來告訴妳，他也不知道這個事情【哭】...所以妳不要冤枉他說他是蓄意的，他不知

道他會突然這樣死掉【哭】。我自己的解讀也是跟我姐一樣，就是說他只是要告訴我說，

他並不知道...他會這樣子的死掉，如果他知道這樣會死掉他可能會會願意去治療。」（R04-

1 918:929） 

  R05 的丈夫在夢中提醒她要好好管兒子，「…譬如說，小孩進去的那個科系我老公

並不滿意，所以當初有問他要不要轉系或者轉學考，轉一個近一點的，譬如說轉那個距

離我家很近，那他有去考可是並沒有考上。那所以我當…我當時這個夢，我自己擔心我

的先生是不是在很生氣的提醒我說，孩子的部分妳都，妳就沒有管。」（R05-2 1011: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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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研究參與者聽丈夫生前喜歡的老歌，看丈夫的照片等，感受丈夫的存在。例如

R01、R02 同樣會翻看以前和丈夫在一起生活的光碟或照片，有時看了照片忍不住落淚。

R04則藉由維持丈夫生前所使用的東西及擺設，沒有做任何更動，彷佛丈夫還在這個家。

她覺得如果這些遺物與擺設不見了，她就得赤裸裸地接受丈夫已經死了，再也不會回來

的事實。 

  為丈夫念佛做功德也是一種連結的方式，R03 念完佛號迴向功德給丈夫時，她會在

心裡和丈夫說話，念佛及念經後的迴向成為她和丈夫重要的持續連結方式。「我本來每

天唸，就是我唸阿彌陀佛每天至少唸一萬遍，後來就是可能…，然後我目前每天大概唸

三千到五千遍，我還是有唸。（妳跟他對話的時間有變化嗎？就是說一開始有比較多，後

來比較少，還是差不多都一樣？）都一樣，我就是天天，就是我迴向的時候就順便跟他

講話這樣子」（R03-2 504:514） 

  對 R02 而言，每天早上在香火袋前供清水的舉動維持了和丈夫的持續連結，「在那

個適應過程當中呢，一開始會覺得，直覺上還是一直覺得他在家裡，可是呢現在在供的

那個水，我都覺得沒有這個人存在，現在其實我在點香、放水那個地方，（嗯）已經沒有

感覺到說有這個人存在，但是我還是去做。（嗯，所以那個動作變成是一個習慣而已。）

變成是說或許他有空會回來喝個水。（喔）但是我在家裡的那個過程當中，會覺得他不在

家裡了。」（R02-3 544:553） 

     無論是透過有意作為的誦經連結，香火供奉或無意中作為的入夢，超越生活中的

感受，受訪者都會感受到彷彿還在卻又不真的模糊，也會主觀詮釋或推測死者想要表達

給生者的意思，心領神會下回應到生活當下所需，讓陰陽兩者間的連結，或意會或賦予

意義地持續在生者生活中。 

 
二、關係轉化帶來哀傷調適：從「我們」到「我」的路程 

 

  參與者在丈夫剛過世時都有強烈的哀傷情緒。隨著時間過去，持續連結會慢慢地發

生變化，持續連結成為幫助她們走過哀悼歷程的重要因素，而當哀傷情緒慢慢減少時，

生者主動連結的情形逐漸減少。以下用「內心的支持與撫慰」、「自我感持續與家庭再圓

滿」、「解決遺憾與愧疚的平臺」、「重建生活，連結漸少」說明關係轉化與調適內涵，並

以「從我們到我的路程」作為理解。 

 

（一）內心的支持與撫慰 

  R03每天睡覺前聽著以前和丈夫一起聽的錄音帶，感受到丈夫仍在身邊而比較容易

入睡；週日早上聽丈夫慣常聽的 NEWS98電台播放的老歌，藉由聽這些丈夫生前喜歡聽

的老歌，感受到丈夫仍然在身邊陪伴她。「（妳聽錄音帶的時候會想到他嗎？）會啊，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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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會想到他。…，放的時候就會想到說，至少有一個人在聽。應該是這樣子啦，因為現

在除了狗陪我之外，沒有人陪我，那你放的時候你覺得他至少是坐在那邊聽音樂，還是

躺在那邊聽音樂。」（R03-2 702:708） 

  R02 和 R04 丈夫過世初期仍然覺得他就在身旁，試圖安慰她們。R02：「他在家裡

的…那種磁場你是知道，…你的感覺裡面就知道這個人在你旁邊，在你的周遭…」（R02-

1 616:629），R04則是在做瑜珈時感受到丈夫的靈來找她（R04-1 688:700）。他們內心收

到撫慰，知道對方仍然有在陪伴彼此，雖然悲傷，但聊以慰藉。「…姊姊就拉我說，反正

妳也沒事啦我們去做瑜珈，我們...就是傍晚 6點開始做，它做到第一個小時的時候中間

有一個小的冥想，然後我，我閉上眼睛的時候就...看到有兩個光點喔，兩個光點就是靠

近，然後一直靠近、一直靠近，最後就擁抱，然後我就睜開眼睛哎...為什麼會這樣子。

做到最後的時候它有個大冥想，是比較長的，老師會放音樂她會說一些話，然後呢那時

候我就全身感覺說好像是我的先生，他從我的耳朵旁邊走過去，而且發出一個聲音，就

他平常在家裡穿拖鞋走過去的那個聲音。因為有的同學會比較早走，我想說會不會是有

同學先走，我睜開眼睛看，那我姐姐躺在我旁邊，也沒有別人走過去。啊那我就覺得...

心裡是覺得怪怪的喔，然後也沒有多想就把它做完了。起來的時候我就問我姐姐說，剛

才你有沒有聽到有人走過去的聲音，她就說沒有啊！哪有！然後那個時候瑜珈老師跑過

來，她就抱我，她說妳知道嗎剛才妳先生有來過，這是一個很...很奇特的一個經驗就對

了。」（R04-1 688:700） 

 

（二）自我感持續與家庭再圓滿 

  經過長時間的相處與互動，配偶早已經成為自我認同的一部分，突然喪偶後的「我」

就像 R05 的經驗，「…有一個很大的洞了，因為…因為最…最重要的這個人不在了啊…」

（R05-1 538:542），自我持續感受到衝擊，個人彷彿不再完整。 

  藉由重新持續連結的經驗，家的完整性重新得到彌補，例如 R01夢到丈夫之場景都

是在家裡，夢的內容往往是和丈夫生前慣常的互動情景；R02常夢到全家一起出遊的情

景；R03則是夢到丈夫仍然在家裡對她說笑話。R02感受到丈夫不忍心離開她們，隨時

在身邊保護她們、關心她們，她所工作的醫院可能發生問題時他會預先示警，並且會幫

她們「喬事情」，這種感覺讓她因為失去丈夫，女兒少了父親的遺憾有些彌補作用，在世

關係的斷絕因持續連結而得到修補。R04則會和兒子討論：「喔！那如果是爸爸的話，他

會怎麼說。然後我們兩個就...有時候就哈哈大笑。…我們就是會聊到他。（他其實也一樣

用不同的方式參與身為一家人的生活，雖然他不在了。）【沉默 7秒】我想應該是，應該

是這樣子的一個層次啦。」（R04-2 671:677） 

 

 



 

72 
 

（三）解決遺憾與愧疚的平臺 

R02 對丈夫的牽掛主要是擔心他離開家人獨自在另一個世界打拼是否會遇到什麼

困難？「...（嗯）然後在家裡在那邊擲筊【台語】這樣問。（嗯）所以我先生做對年的時

候，去那邊拜拜嘛，濟公師父他們剛好有在辦事情。（嗯）…你不用擔心啦，妳丈夫在那

邊過得很好啦，比我師父還逍遙自在，所以你就會覺得說，…，（嗯）然後我們就比較心

安的一個狀態。」（R02-2 1131:1148） 

「…，就是桌上那個香火袋。（香火袋，嗯）我就告訴他說，我看了一本書，我的想

法是怎麼樣、怎麼樣這樣子。（嗯）那時候的過程當中的一些點點滴滴，在我內心深處覺

得說真的很不好意思，然後我呢？可能我也是忍無可忍，專業上面的領域還是有限【沉

默 7 秒】、還是有限，所以跟他說對不起，然後告訴他說目前我們的生活過得怎麼樣。

（嗯）那也謝謝他是當公務人員，有留下一些錢可以養小孩，然後呢也沒有造成我的負

擔。（嗯）那家裡的生活，其實沒有對這個家庭產生怎樣的動盪。」（R02-3 88:135） 

R03常懷疑是否因為她的延遲送醫，導致丈夫提早離開世間。透過念佛念經迴向的

方式和丈夫產生連結，為他做一些功德以彌補愧疚，這對她的哀傷調適非常重要。「地藏

法會以後我就會比較，因為他，我總覺得他已經給我看了，然後又這麼莊嚴給我看，然

後第二次我又夢到他一直講笑話給我聽這樣子，那我就…他應該原諒我。（嗯，就是應該

原諒妳）呃對對，應該…，你問我什麼感覺，我現在想一想，他應該已經原諒我，沒有

再怪我了這樣。」（R03-2 212:221） 

  R04 透過夢彌補丈夫未曾交待的遺憾。「…，因為他從來沒有...從來沒有...提過說，

妳照顧得很好、或者是妳照顧得不好、…。不管是正面的、負面的，他從來沒有過，從

來沒有講過。那所以...其實我不知道在他的心裡面，我們這些年來，…我做得到底好不

好？所以我的解讀是說，夢中他為什麼會流淚？他是覺得...他可能是覺得說，沒有他的

照顧，他的母親也過得很好。但是呢，我在過去也並沒有錯。我在過去...對於這個家的

貢獻也並不是沒有。我是覺得他可能是這樣子的意思啦。」（R04-2 369:380） 

  藉由透過信仰、夢，或神明的溝通與指示，使逝者要表達的訊息得以被捕捉，仿佛

又能如常延續家或生活，離世配偶的存在仍有現實的生活或心理功能，既虛幻卻又成為

生者內心的真實。 

 

（四）重建生活連結漸少 

  丈夫過世一年內 R02 覺得他隨時在身邊，感覺到有時丈夫的靈也會到她服務的醫院

守護，以答謝醫院同事生前的幫忙與照顧，到了一年半後 R02感受到丈夫比較少待在家

裡，丈夫的表弟說三太子交待許多功課要他去修行，她將之視為丈夫有事必須出外處理。

「因為你說人走了，我在想他走了五年、十年，可能有些觸景傷感的時候你還是會難過，

（對）對，只是說前段的部分頻率是比較密的。（嗯）然後慢慢時間久了之後，那個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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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是比較就沒有那麼頻繁了。」（R02-3 1078:1085）R03參加許多的宗教慈濟活動，有時

也會上一些課程或是參加法會，生活忙碌填補心裡的空虛，也慢慢地淡忘和丈夫一起生

活的點滴。「欸...空虛的話後來我覺得，你要用很多的事情來填補，譬如說上課啊，參加

活動啊。」（R03-1 592:595）「最重要是因為我現在上班的狀況非常地吃力，甚至於偶爾

六、日都還要加班啦，那其實你…你、當你被這些很現實面的那種辛苦，耗損掉你的情

緒跟體力的時候，你沒有太多的心思去傷感。」（R05-4 104:106）當她們擁有孫子輩時，

世代的綿延似乎也成為她們擺脫失去丈夫導致家庭不完整的安慰，使得受訪者能鬆一口

氣，感覺自己問心無愧，甚至逐漸將重心追回自身圓夢的存在意義。例如 R03和 R04 的

重新安排生活，其快樂不只來自子女身上，也由自己的工作或是參加助人工作發揮潛能，

找到成就感。楊麗絨（2005）、羅家玲（1998）和 Pai 與 Anne（2007）也發現就業女性

比較有社會與經濟資源，能夠增強喪偶後的哀傷調適。 

  受訪者在喪偶後期隨著重建生活角色與內涵之後，主動尋求連結或無意間感受到連

結的情形逐漸減少，有可能如 Worden（1980）等人的觀點，生者逐漸適應沒有死者的生

活，將能量逐漸收回到關注生者的生活以繼續人生未完的路。因此，究竟持續連結對於

哀傷的影響可能要納入的思考，如哀傷時程、死亡的形式、使用的媒介、生者所賦予連

結的功能與意義等（吳秀碧，2020）。 

 

肆、綜合討論 

 
一、中年喪偶婦女的喪偶經驗 

 

  綜合上述後，研究者進一步統整後的理解與思考，配偶死亡後雖消失在現實世界，

但在喪偶者知覺上可出現有意與無意的持續連結經驗，本研究參與者的經驗亦如此。喪

偶者會依據其宗教，文化及其個人的特殊信念，和其過世的配偶保持某種形式的連結

（Field et al ., 2003; Shuchter & Zisook, 1993），似乎是不分東西方的共通現象。本研究受

訪者在整理喪偶後的哀傷經驗 可用「缺」與「憾」形容經驗的主軸，「缺」的是生活中

的依靠、同伴、枕邊人、未來的希望、承諾白首與家庭共同合作夥伴等等，「憾」的是指

沒來得及就醫、共同分享子女成長的喜悅、無法挽回生命的現實殘酷、家中少了重要成

員和支柱等等。然而，透過文化與宗教儀式，深化其相信死去的丈夫仍然以某種形式存

活在另一個時空，並藉由重新安置死者在心中的虛擬存在，成為持續連結的對象。以「重

新安置以虛擬存在」、「持續連結與否」與「持續連結的媒介」等主要經驗，經歷「我們

還在一起？！」這種在虛無與真實間的模糊、若有似無、真的模樣模糊中，建構死之事

件意義、死後存在的樣貌，與蔡佩真（2009）的研究結論相近，都看見虛擬存在對生者

的重要性。而許敏桃等人（2005）研究臺灣本土文化的哀悼與傷逝，認為臺灣人的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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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及家庭文化意涵的終極價值在於「維持家庭的完整與圓滿」。因此，持續連結所以能

幫助哀傷調適，主要在於能達成了華人文化所要求的圓滿，維持女性喪偶者內心有父、

有母、有孩子的家庭完整性，重新達成文化所要求的圓滿。本研究受訪者在轉化其生活

重心的過程，即是以子女和家庭作為生活的寄託，也做為自我認同感的延續所繫，最後，

隨著哀傷淡去，生活建立重心，完成母親心願，更退回自我與「家」的圓滿存在。 

 
二、綜合持續連結的經驗 

 

  逝者存在的方式深受其宗教信仰和文化所影響（Hussein & Oyebode, 2009）。在華人

文化中，配偶死後仍被視為家族成員之一（Chan et al., 2005; Huang, 2008; Hussein & 

Oyebode, 2009），保佑在世親人，影響後世子孫的吉凶禍福（Chan, et al., 2005; Huang, 

2008）。藉由設立牌位讓生者祭拜或擲筊，作為和死去丈夫持續連結的方式，這些儀式創

造獨特的時間與空間，使得連結得以持續。連結的形式與意義影響喪偶者的哀傷歷程，

藉由連結媒介使原本在世關係轉化為一種隔世卻能相通的內在的連結。Field（2006a）以

及 Field 等人（2005）強調，強烈試圖和死者繼續於現實生活中的實質連結，相對於接

受失落事實但期望有心理上象徵性的連結者，前者較易導致嚴重的哀傷反應。Huang

（2008）以及 Neimeyer等人（2006）也認為處理喪親者的失落，不是和死者切斷關係，

而是如何調整和死者的關係，保持一種正向的和有意義的連結。連結雖然是一種內在的、

象徵性的連結關係，但對喪親者可提供安全感與情緒支援（Conant, 1996; Stroebe et al., 

1992）。持續連結可以讓喪偶者有機會替死者做一些事情及表達情感（Huang, 2008; 

Hussein & Oyebode, 2009），藉此可以處理夫妻生前的未完成事務與或情感表達，也藉此

持續合作於在世生活以因應生者的現實生活，並撫慰內心失落與缺憾的情感，找到喪偶

後個人存在的持續感（Koo et al., 2005）。 

  本研究參與者幾乎都相信丈夫以另一種形式存在，使喪偶所致的家庭不再完整的遺

憾得到彌補。至於如何連結與願意連結與否，則與生前雙方情感關係、與生者打算如何

處理哀傷和面對餘生有關。然而，關係的轉化、彌補或沖淡因喪偶的「缺」與「憾」，或

是受訪者隨著時間，漸漸瞭解人世間本就沒有永遠的圓滿，懂得和「缺」與「憾」共處。

受訪者訪談時她們都會因談到某些回憶而哭泣，訝異地於自己仍會落淚，甚至在和研究

者會談前一天晚上都有夢到丈夫。隨著時間慢慢地過去，現實生活中「該在的人」也不

再那麼常被憶起，「該在的人」就慢慢的變成因為某些情境「偶而被想起的人」，連結關

係的頻率與需求減少。依附理論（Bowlby, 1980）以和親密他人依附關係的斷裂來說明

哀傷的原因，客體關係理論（Klein, 1975a, 1975b）則以喪偶後所引發童年時所建立的內

在客體關係崩解說明哀傷的根源；所以依附理論以重新連結依附關係說明持續連結的目

的，客體關係理論以修補內在客體關係作為持續連結的動力。吳秀碧（2020）認為，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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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化中以「神主牌」的機制，提供生者與逝者獨特的客體關係轉化機會，有別於西方

文化。且持續連結對於哀傷歷程是助益與否，可從關係、型態、時間和媒介等推測。從

許多研究中歸納，以接近身體的「遺物」和以「記憶」作為連結媒介而言，顯然後者更

具有哀傷歷程的積極意義。而本研究發現：受訪者在初期以具體物件作為連結媒介者甚

為普遍，隨著時間則逐漸抽象化與內化（例如依照對方的價值做生活中的取捨），而女性

以重新修復因為喪偶所帶來的家庭與個人完整的破壞，重建因關係斷裂的「缺」與「憾」，

以獲得新的「家」的圓滿與完整感，說明持續連結對本研究喪偶婦女的特殊功能。而華

人文化相信死後存有、祖先崇拜，並藉由牌位、靈媒等媒介和過世的親人持續連結，除

夢、睹物思人之外，死者更以一種文化的、虛擬的、精神性的形式，存在於家族中，甚

至神格化為生者的守護者，和西方的哀傷理論的內在客體觀念並不相同。從本研究者可

見，華人文化下如此的持續連結，除具有心理功能以面對哀傷、社會角色以重建自我認

同之外，還有神格化的虛擬存在之靈性上的庇佑功能或心理上的修補缺憾。 

 
伍、研究結論與建議 

 
一、透過文化與宗教的超世間關係，持續連結在哀傷歷程中有其功能 

 

  配偶驟然死亡的事實使得關係被迫斷裂，造成喪偶者的突然衝擊，在事件後由此而

生的孤單、愧疚、遺憾、自我感喪失、家的不圓滿等形成的「缺」與「憾」為主軸的哀

傷經驗，「空虛」與對家的內在「不完整」的感受明顯。哀傷同時也引發持續連結，往常

相信人死後的存有形式與信仰，隨順華人文化宗教或民俗信仰，藉由家中的香火與牌位

重新安置丈夫的虛擬存在，以便個人得以與逝者持續連結，這在哀傷初期具有特定的轉

換逝者與生者家族關係的功能，也是華人文化中處理親人過世相當獨特的心理社會文化

機制。至於主動連結與否，與先前的夫妻關係和死前的身心負荷過重有關，連結形式和

喪偶者個人情感，與心理需求和先前關係有關。後期則隨著生活角色與生活重心調整，

持續連結的頻率和渴望減少。可見持續連結是哀傷歷程中的重要心理機制，且形式與功

能隨著時間有所變化，對哀傷輔導與諮商實務而言，並非是一項哀傷任務，而是歷程。 

 
二、理解其如何在個人、連結關係與家庭間重新定位 

 

  持續連結有其心理功能，與早期西方學者主張切斷連結以得哀傷歷程完整的看法不

同，持續連結讓本研究喪偶者得到內心的安慰與支持，解決未了的遺憾與愧疚，延續自

我的持續感，也彌補了家的不完整感，使失落重新完整與圓滿。持續連結的形式與強度

會隨著時間挪移變化，且在後期，不是所有受訪者都一如過往地期待接續維持一個有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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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妻、有子女的家庭樣貌來肯定自己，反而有些受訪者逐漸接受「一個人也是完整的存

在」。此歷程中滿佈個人情感、連結逝者關係與家庭關係間的個別差異性，因喪偶而致的

空缺或補位、思念或拒絕等，重新定位自己的價值和重構喪偶意義。此結果提供哀傷諮

商實際工作者理解，俾以細膩貼近此族群的哀傷處境，或作為中年女性喪偶者諮商與賦

能的參考。 

 
三、後續研究建議 

 

  本研究發現宗教信仰對於喪偶者的持續連結有深遠影響，然本次研究所有受訪者的

信仰類別，以佛教或道教或民俗信仰為主，缺乏其他宗教背景者的經驗，其中一位受訪

者雖曾有基督信仰，但無影響其對死後世界的具體看法。信仰類別可能影響研究結果內

容，值得諮商或研究這一類或探究。此外，受訪者的配偶死因和持續連結經驗中的某些

特徵，可能有臨床上複雜性哀傷特徵，但基於研究倫理，在此不做心理評估或論斷，但

未來研究可探討持續連結在複雜性哀傷經驗中的角色。至於持續連結的方式如靈媒、夢

境、遺物與回憶等等中西方皆然，但以香火牌位虛擬化死者的人格為神格，則是華人文

化特色。而持續連結的媒介與哀傷進展的關係，隨時間從具體象徵物至抽象回憶與思念

等精神層次的變化與意義，值得未來進一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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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Unexpected Widowed Middle-aged Women’s Connection 
Bond Experience 

 

Kao-Ming Hsiao  Yang-Tzu Li  Jia-Ling Luo * 
 

Abstract 
 

There are different opinions in research on whether survivors should release the connection 
bond to the deceased to adapt to the new life or to continue the bonds to help complete the 
grieving task.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experience of connection bonds of five unexpectedly 
widowed middle-aged women in Taiwan one to two years after widowhood to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their connection bonds experience and serve as a reference for counseling practice. 
The overall research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The fact that the spouse died has forced the 
intimate relationship to break, resulting in the "emptiness" and "incompleteness of home" in the 
widowed's heart. The loneliness, guilt, regret, and loss of self-awareness derived from 
widowhood develop into the core of the grief experience, which is "lacking" and "regretting." 
2. The widowed believed in the existence of the spouse after death. In the early stage, the virtual 
existence of the deceased can be presented by religious or folk methods such as using incense 
and relocating memorial tablets. They serve as ways to maintain a connection in emotion or life, 
somewhat believing that the deceased still exists. 3. The form of bond is related to personal 
psychological need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uple, or the belief that there is existence 
after death. Cultural customs or religious mediums such as memorial tablets, psychics, throwing 
divination blocks, worshipping, dreams, longings, and spiritual models, let the "people who 
should be" still survive in the hearts, making up the "lack" and "regret." With time, the desire 
for bonds fades. A connection bond has its psychological function, allowing middle-aged 
women who are accidentally widowed to gain inner comfort and support to comfort the complex 
emotions of loss and make up for the incompleteness of home. In the phase of grief adjustment, 
staying connected is not only a grief task but a grief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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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六藝概念的提出 

 

廖崇斐* 

 
摘要 

 

「新六藝」是筆者近幾年來關注的議題。此概念之提出實基於對文化意識以及後新

儒學的實踐關懷。筆者將新六藝視為儒家教育思想的當代論述，以此為當代新儒學落實

其實踐關懷的起動點。當代社會中，亦有援用「六藝」一詞概念，乃至標舉「新六藝」

之教者。然其所涉內容龐雜，持論不一，亦殊無理據。其中亦不乏關切傳統文化者，然

其理解未必適切，亦未必能相應於現代社會。筆者認為，「六藝」的概念上當加以釐清，

必須能關聯到古典文獻之脈絡，並落實到儒家的面對現代社會的實踐關懷。其內容，則

不妨持開放態度，然亦必須相應於儒家藝教的精神。本文將從文獻及思想脈絡上釐清「六

藝」的概念當如何理解，進一步說明為何要提出「新六藝」的概念，最後指出「新六藝」

何以必須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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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緣起 

 

「新六藝」的提法雖然不算罕見，但是真正對此概念進行理論性反省者，目前尚不

多見。熟悉國學知識的人都知道「六藝」是儒家「經學」的概念，它可以代表「六經」，

也可以指涉《周禮》中的「禮樂射御書數」。更深入地來說，它代表儒家展現教化理想的

重要內容。任何學問在發展的歷程中都可以有新舊之分，例如：新儒學、新道家、新佛

學…等。標舉為新，固然有強調區別於傳統之意，然而兩者並非割裂。新舊只是學問發

展中相對的概念，新生緣於故起，新舊仍是連續性的。提出「新六藝」的說法，既是關

聯著傳統「六藝」而有所強調其區別，更是肯定了「六藝」概念在現代有相續發展的可

能。 

無論從個人的修身或社會教化來說，「六藝之教」都是儒家實現內聖外王之理想的

基礎。筆者之所以提出「新六藝」的說法，更是基於對儒學如何在現代情境中重新發揮

其「六藝之教」的實踐關懷。從外緣因素來說，筆者於 2011 年至 2015 年參與體制外實

驗教育，以研究員及教師身份協助籌備書院、並學習弓箭、茶道、古琴、圍棋、武術等

文化課程，也是在這段期間，引發對傳統「六藝之教」的興趣。至今也不斷地練習某些

技藝，因此確實也有一些個人的經驗與心得。然而現實情境的感發只是起點，理論性的

覺察才是筆者構思「新六藝」的關鍵。只有實踐的經驗而無法提升到理論的高度，這樣

的實踐恐怕是不足的。無論從價值意義或者實踐內容來說，缺乏理論性探究，將使其內

容充滿不確定性，其意義將受到限制，其活動亦難以持續。如此展開的活動，多半只能

曇花一現，更不用說發揮教化的功能。因此筆者所論「新六藝」，並非針對活動案例的整

理歸納，而是要從理論上反省「六藝之教」開展現代實踐的可能性。因此必須區別於傳

統「六藝」，對六藝之教的意義及特質有一番新的詮釋，因此提出「新六藝」的概念。 

這裡也涉及面對傳統文化的態度。基本上，儒學肯定文化傳統具有連續性，無論是

孔子的「述而不作」（《論語•述而》）、宋明儒學的「道統論」1，或者當代新儒學的〈中

國文化宣言〉2，雖然重點或有不同，基本上都抱持這樣的文化態度。既然肯定文化傳統

具有連續性，就必須進一步回應傳統將如何具有現代意義，也就是中國傳統文化如何進

行現代轉化的問題。關於這樣的問題，許多現代學者提出值得借鏡的論述。林毓生（1996）

從自由主義者的角度，認為傳統與現代不能透過簡單的二分法來區隔，他肯定文化傳統

可經由「創造性轉化」來建立新的、有生機的傳統，認為傳統文化中有不少資源，例如

儒家的「仁」，就可以成為創造的轉化的一部份基礎。另外還有傅偉勳（1990）所提出的

 
1 宋儒言「聖聖相承，道統之傳」，以朱熹〈中庸章句序〉為代表。見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大安

出版社。頁 19-21。 
2 林安梧認為此宣言表現出新儒家所強調的一種「主體轉化的創造」，欲以此開展自家的文化。「而彼之

所以強調『主體轉化的創造』則因為他肯定中國的心性義理乃是中國文化的神髓，而中國之心性義理則

是具有人性身份的人之主體所必含的。」氏著：《當代新儒家哲學史論》。文海基金會出版。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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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的詮釋學」（creative hermeneutics），他認為東西方偉大的哲學或宗教傳統，包含

儒、道二家傳統，乃是一部「創造的詮釋學史」，而當中如孟、荀、朱子、陽明……等人，

皆為能從事「繼往（批判的繼承）開來（創造的發展）」的思想創新的哲學家。此外，作

為「一般方法論」的「創造詮釋學」所提出的「五個辯證的層次」，在如何從原典的依據

引導出哲理的創造性上，也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除了以上兩者在觀念上及方法上的啟發，筆者在理論上主要是受到「後新儒學」的

影響。「後新儒學」是林安梧在 1993 年提出的概念，它是藉由反省儒學實踐論的缺失，

對比傳統儒學、當代新儒學的實踐立足點的不同，提出應重新開啟儒學新的實踐概念。

以其在時序上繼當代新儒學之後，故稱為「後新儒學」（廖崇斐，2017）。有別於對「現

代化」的強調，以及當代新儒學以「心性主體」為主導，「後新儒學」特別重視「生活世

界」的概念。林安梧（2009）提到： 

 

「生活世界」一詞指的是吾人生活所成之世界。「生」是通貫於天地人我萬有

一切所成之總體的創造性根源。「活」是以其身體、心靈通而為一展開的實存

活動。「世」是綿延不息的時間歷程。「界」是廣袤有邊的空間。…生活之為生

活是因為人之「生」而「活」，世界之為世界亦因人之參與而有「世」有「界」。	

 

此觀念啟發了筆者，傳統與現代的連結，不再只是文獻上或思想上的問題，而是可

以從人如何參與這個世界，從人如何展現其生活來思考。這其實跟傳統思想中以參贊天

地來思考天人關係是一致的。《易．繫辭》言：「天地設位，聖人成能。」（《繫辭下・十

二》）聖人是人倫的極至。這裡指出了人類必須得展現其自我生存的智慧與能力，用積極

的方式來參與天地之道的運行。人如何表現其能力？《易傳》提到聖人「備物致用，立

成器以為天下利」（《繫辭上・十一》）聖人開發器物，利用資源，為百姓謀求生存，正是

「人能」的表現。這些器用物資，也可理解為「藝」。徐幹說：「聖人因智以造藝，因藝

以立事。」（引自徐湘霖，2000）可能是得自《易傳》的啟發。人類的技藝活動，可說是

通乎智慧，達於事情。技藝是人能的展現，它與人類生活息息相關。人如何生活著？如

何參與世界？可以從人類展現的技藝活動來理解。筆者提出的「新六藝」，特別強調「即

於生活世界的實踐之學」，不僅是延續著傳統參贊天地的思考格局，也融入了熊十力「體

用不二」的哲學以及後新儒學的實踐關懷（廖崇斐，2020），這些都是筆者構思新六藝理

論的基礎。 
 
貳、 傳統六藝之教的意義及其特徵 

 

「六藝」是儒家重要的文化符號。漢代以來，也被用來指涉《六經》。本文所關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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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藝」，是先秦《周禮》所載的「禮、樂、射、御、書、數」，與《六經》概念有所區

別。從傳統文獻脈絡以及現代教育的語境中，皆可以找到運用此概念的痕跡。然而「自

秦漢以後，六藝衰廢」（劉伯驥，2017），更何況要在現代的多元語境中恰當地把握其特

質。因此，要表現此符號的價值，勢必得在概念意義上重新釐清。在此之前，我們得先

理解傳統六藝之教的特徵。今以經典文獻為依據，概括其旨要如下： 
 
一、《周禮》小學教養中的啟蒙精神 
 

《周禮．地官》載「六藝」的內容為：「禮、樂、射、御、書、數」。一方面是作為

「鄉三物」（地方鄉學教育的總綱）之一，是針對「萬民」的基礎教養，由掌管國家教育

的「大司徒」總持其事；一方面是針對「國子」（世子、公卿及大夫子弟）以及獲選入國

學的地方優秀子弟的菁英教育，除了所學內容更加複雜外，也指派兼任周王諫官的「保

氏」專責教導。周代的制度，依學習的場域區別：針對地方的教育，有「鄉學」；中央的

教育，有「國學」。依入學的階段來說，大致上是八歲入「小學」；十五以上入「大學」。

以上只是約略地來說，基本上是要強調，「六藝」是上養國子，下教萬民的小學教養。換

而言之，「六藝之教」在《周禮》的教育制度中，扮演著一種「啟蒙教育」的功能。它也

會根據教學對象不同，例如針對未來可能從政的貴族子弟，延伸為更繁複的菁英教養。

但是基本上離不開整個人倫環境。 

根據《禮記．內則》記載，「六藝之教」的活動是從家庭開始，延伸到社會國家。它

藉由日用生活中的藝儀教養學子，啟發他們對宇宙人生的總體關懷。此種「啟蒙」的意

義，可以從《易經．蒙卦》來理解。在〈蒙卦〉初六的爻辭中提到：「初六，發蒙，利用

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另外，在〈象〉辭中提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初六

象徵著啟蒙的開始。刑在這裡有典範、法則的意思，「用刑人」，指的是要制定明確的典

範、法則來引導啟發蒙昧。啟發蒙昧，當以「用刑人」為利。這不只是消極的禁止，而

是要引導童蒙走上正確的道路。所謂「用說桎梏」，就是說它能讓人從蒙昧無知的障蔽中

解脫出來。並且要注意不能急於求進，否則將「以往吝」，也就是說將導致無法挽回的錯

誤。 

從這段文字可以理解華人童蒙教養中對「典範、法則」的重視。另外在操作上，它

強調的不是禁制而是引導，並且不能急於求進。《周禮》中的「六藝之教」，可說完全具

備了這些啟蒙教育的特質。保氏用來教導「國子」的「五禮、六樂、五射、五馭、六書、

九數」（《周禮．地官．司徒》），較詳細地區別各項技藝的類別與技法，顯然其各有操作

法式。依據法式，除了能學習現實的技能，也能了解人倫日用中的事理。透過自幼養成

良好的慣習，讓身體習於表現合理的行為，從習行、覺知到確信，從情理、事理進於道

理。在具體的人倫情境中有主體的認知、存在的感知、價值的覺知，它們關聯為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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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體。六藝之教的啟蒙意義，是就〈蒙卦〉意義下所說的啟蒙，是在人倫情境中發揮

其作用的啟蒙。 
 

二、孔門中的「游藝之學」及君子修養 
 

孔子首開平民教育。關於技藝，則有「游藝之學」。《論語．述而》提到：「志於道，

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將「藝」與「道、德、仁」等價值概念並舉。另外《論語》

〈子罕〉中也提及孔子多能擅藝，〈雍也〉、〈憲問〉中門人弟子也有以「藝」聞名的冉求。

《禮記‧射義》甚至描述孔子擔任中督宰時，在矍相的序學舉行了「鄉射禮」，除了展示

何謂「君子之爭」，更重要是藉由儀式象徵彰顯「立道德、宣教化」的社會教化功能。 

孔門的「游藝之學」，強調六藝與個人道德修養的關係。「游藝」的「藝」，指的就是

「六藝」。朱熹（1130-1200）與王夫之（船山，1619-1692），對此章都有詮釋。朱子曰：

「游者，玩物適情之謂。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

者也。……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靜有養。」（《論語集注》）強調六藝中蘊含「至理」，

並且能在日常生活中成為輔助道德修養的工夫，使得心安理得。船山曰：「不遺者，言道

體之本費也。動有養者，德之助也；息有養者，仁之助也。而云『不遺』，則明無道可

遺。」（《讀四書大全說》）於日常活動中，游藝可以體會道體作用的普遍，因此為德行的

輔助；在寧靜休止中，也可以涵養心性。整個「游藝」的活動，皆有對「道」的嚮往貫

串其中。總而言之，游藝表現在個人動靜行為之中，都足以作為涵養德行心性的資具。

然而所謂「游藝」，豈只是用來怡情養性，以調劑道德追求與日常生活間的緊張感？ 

關於「藝」與君子道德修養的關聯，東漢徐幹（171-218）《中論．藝紀》，對此頗有

論述（引自徐湘霖，2000）： 

 

藝者，所以旌智飾能統事御群也。人之所不能已也。藝者，以事成德者也。德

者，以道率身者也。藝者，德之枝葉也。德者，人之根榦也。斯二物者，不偏

行，不獨立。木無枝葉則不能豐其根榦。故謂之瘣；人無藝則不能成其德，故

謂之野。若欲為夫君子，必兼之乎。…君子者，表裏稱而本末度者也。故言貌

稱乎心志，藝能度乎德行，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純粹內實，光輝外著。 

 

徐幹所論之「藝」，乃通言六藝而言其大體。此段指出了藝的重要性、藝能與德性的

一體關係，以及透過藝能展現君子德行充實之美。藝的重要性不容輕忽，它能顯現人的

智慧、才幹以及治事理民的能力。並強調藝能、德性間的緊密關聯。缺乏藝能的潤澤，

德性生命是乾枯的，猶如樹木不長枝葉，其根幹將不得健全。進一步說明有修養的君子，

除了內具德性，外在也必須有相稱的藝能，足以將德性之美表現於身形言動，並宣發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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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的成就，展現出文質雙修、德藝並重的儒門君子形象。所謂藝能，不是附庸風雅的

裝飾，而是真實的才幹的表現。徐幹所論，固然較為質樸，然其描述的充實而飽滿的君

子形象，或許較朱子、船山更接近先秦孔門中多能擅藝的儒門君子。 
 
三、六藝是習行務實之學 
 

儒學迭經發展，至宋明儒學發揚心性義理之精微，然當時六藝之教早已荒廢。朱子

嘗言：「射，如今秀才自是不曉。御，是而今無車。書，古人皆理會得，如偏旁義理皆曉，

這也是一事。數，是算數，而今人皆不理會。六者皆實用，無一可缺。而今人是從頭到

尾，皆無用。小兒子教他做詩對，大來便習舉子業，得官，又去習啟事、雜文，便自稱

文章之士。然都無用處，所以皆不濟事。」（《朱子語類》）就國家制度來說，小學六藝之

教早已不存在。民間一般人的生活形態改變，讀書人也習於舉業，六藝之學僅存書藝。

但是朱子即使明知六藝已不行於世，卻仍然要強調「六者皆實用，無一可缺」。這樣的呼

籲未必能對現實的教育情境產生影響，卻足以表現出一種態度。值得注意的是，朱子所

說的實用，與一般人所追求的實用不同。一般人在現實勢力的角逐中求取利益，看似滿

足自我，卻往往是不自覺地失去了自我；朱子所說的實用，是站在教育的立場，追求的

仍是道德價值的實現，其所說實用其實帶有一種理想性。於是在現實中不得實行的「六

藝之學」，成了反省當時「無用之學」的概念。「六藝之學」成為儒學中重視實務的象徵。 

這樣的傾向到清代的顏元更加明顯。顏元（習齋）提倡習行有用之學（錢穆3，1996），

其為學，不從宋明儒所強調的《易傳》及《論》、《孟》、《學》、《庸》等經典入手，而是

教人學習堯、舜、周、孔的「六府三事」（《尚書．大禹謨》）、「鄉三物」（《周禮．地官》）。

「六藝」屬於「鄉三物」之一4。顏元（《顏元集．四書正誤》）曰： 

 

聖賢但⼀坐便商確兵、農、禮、樂，但⼀⾏便商確富民、教民，所謂『⾏⾛坐

臥，不忘蒼⽣』也，是孔⾨師弟也。後世靜坐、讀書，居不習兵、農、禮、樂

之業，出不建富民、教民之功，⽽云真儒！真儒者，質之孔⾨何地乎？ 

 

習齋理想中的孔門師弟形象，是以「兵、農、禮、樂」為學問，以「富民、教民」

 
3 錢穆：「習齋論學，必得之習行，必見之於身世，必驗之於事功，此三者，乃習齋論學之大經。也」錢

穆（1996）。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臺灣商務印書館。頁 189。 
4 「六府三事」，見《尚書．大禹謨》：「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火、水、金、木、

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六府指收藏六種民生物資的單位；三事為治理百姓的三

件政事。李學勤主編（1999）。十三經注疏．尚書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88-89 頁。「鄉三物」，

見《周禮．地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

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蓋鄉大夫以此三事教其民。

李學勤主編（1999）。十三經注疏．周禮注疏。北京大學。頁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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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事業，重視實事實行。其所反對者，乃宋明以後之儒者，自負直接堯舜孔孟道統之傳，

卻只會靜坐、讀書，於事功全無用處。故嘗言「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乃定以

為孔孟、程朱，判然兩途，不願作道統中鄉愿矣。」（《顏元年譜》）錢穆（1996）稱習齋：

「不從心性義理上分辨孔孟、程朱，而從實事實行為之分辨，此梨洲、亭林、船山諸家

所未到。」又曰：「習齋反對程朱，只有一意，曰：『無用』。」朱子以時人習舉業、作文

章為「無用」，習齋則以宋明儒高談心性，使得儒學成為「無用」之學。所針對者不同，

卻同樣以「六藝」作為儒家「有用」之學的象徵。基本上，是反對將儒學視為被世俗權

力、利益架空的道德理念，而是能積極面對社會人生，開物成務的務實之學。 

習齋論學以「習行」為宗旨，因此也更加重視學習「六藝」的效驗： 

 

孔⾨習⾏禮、樂、射、御之學，健⼈筋⾻，和⼈⾎氣，調⼈情性，⾧⼈仁義，

⼀時學⾏，受⼀時之福；⼀⽇習⾏，受⼀⽇之福；⼀⼈體之，錫福⼀⼈；⼀家

體之，錫福⼀家；⼀國、天下是皆然。⼩之卻⼀⾝之疾，⼤之措民物之安，為

其動⽣陽和，不積痰鬱氣，安內扞外也。（《顏元集．四書正誤》） 

 

依習齋之言，習行禮樂射御，對於一己之身心，乃至家國天下，皆有助益。如此說，

則儒家的修己安人，內聖外王之道，當可藉由習行六藝來實現。習齋將六藝視為實現「道」

的「材具」（《顏元集．顏習齋先生言行錄》），以此行於實事，表現作用，內可調性情，

長仁義，外可成事功，安民物。其高揚六藝之效，由此可見。然而其不免有執求古法，

不切時宜的問題。5（錢穆，1996）或許是經典文獻的權威性，導致了傳統儒學在面對具

體問題如何處理的時候，思考較容易受到限制。但是相對地也使得文化的連續性較為穩

固。這樣的問題，在多元的現代社會中當能得到解決。但是它也可能轉換成不同的問題。

今日要談「新六藝」實踐，「泥古」與否恐怕不是最重要的問題，較麻煩的是，它如何被

現代人理解？如何能接續到文化傳統同時又具有現代性的意義？這裡就必須對傳統六

藝的特質有恰當的把握，進一步再展開新的詮釋。 

本節依文獻及歷史脈絡歸納三點內容：從周代的小學教育，孔門的君子游藝，到清

代的習行六藝，指出了重視啟蒙性、德性與藝能的密切關聯、重視實務的精神作為理解

傳統六藝之教的特徵。以下將進一步說明，如何基於對傳統「六藝」特質的把握，進一

步轉化出新的意義。 
 

參、 六藝文化符號的重新確立及轉譯 
 

 
5錢穆：「今習齋言經濟，多混之於禮樂；言禮樂，多本之於古昔；言事物，亦以揖讓升降、弦歌舞佾、

衣冠金石為主，並未深發當時切用之意。」錢穆（1996）。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頁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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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周禮》「禮樂射御書數」的「六藝」之教，從來都不是純粹的技能練習，而是

具有教化意義。在儒學發展過程中，處於不同的情境，面對著不同的問題，它們被賦予

不同的理解並展現出不同的特徵。這些特徵，在經典文化的連續性傳統中得到累積。啟

蒙教育、君子之道、習行教育，都成了我們今日瞭解六藝之教的重要特質。然而六藝之

教如何為當代儒學的實踐提供新的可能性？僅只理解這些特質，恐怕仍是不足的。甚至

以考古方式復原儀式內容也是不必要的。要展現儒學的生命力，不應該只是製造出更多

供人欣賞的文物。因此筆者提出「新六藝」，勢必是一種詮釋的工作。此中包含了對古典

話語的轉譯以及對技藝活動的詮釋。轉譯是將古典話語轉成現代人熟悉的學術話語、生

活話語，以接通到文化的脈絡；詮釋則是根據傳統六藝之教的特質及儒家的思想，對現

代可及的技藝活動進行詮釋，展開其意義以連結其實踐資源，使得現代人在習行技藝的

過程中得以「下學上達」、「由藝入道」。如此以傳統六藝為基礎，藉由詮釋技藝、實踐技

藝重新活化的「六藝之教」，稱之為「新六藝」。 

茲以《周禮》中較完整的「六藝」概念來說明。「六藝」為：「五禮、六樂、五射、

五御、六書、九數。」（周禮注疏．地官．司徒）六種教育內容。「五禮」指「吉、凶、

賓、軍、嘉」五種針對不同對象的儀式行為；「六樂」指「雲門、咸池、大韶、大夏、大

濩、大武」六種配合舞蹈的樂曲；「五射」指「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五種射

擊技術；「五御」指「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五種駕車技術；「六

書」指「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六種漢字造字、用字的原則；「九數」

指「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九種計算法。6這些

內容許多早已失傳，即便要恢復，也有一定的難度，更何況要發揮其教育功能。清儒陸

世儀（1611-1672）說：「古者六藝，學者皆當學之。今其法不傳，吾輩茍欲用心，不必

泥古，須相今時宜，及參古遺法，酌而行之。」（《思辨錄輯要》）如何參酌？如何行之？

都必須找到具體的下手處。既然不一定得倣效古法，那麼尋求適當的內容來替代，不失

為合於時宜的方式。既然要使用「六藝」這樣的一種行之久遠且具有文化視別度的符號，

自然得把握其特質而非各自表述。換而言之，今日習行六藝，不必是內容上的重複，更

不必攀比西方的教育概念，而是要把握華人六藝之教的特質，取其象徵，明其意義，再

從既有的技藝活動尋求借鏡，以合理的方式，重新展現六藝之教。 

根據歷史及文獻的脈絡，仍當以「禮樂射御書數」代表「六藝」的概念。然而要使

之與現代人的意識產生關聯，必須對此概念進行轉譯。茲以林安梧（2006）對六藝概念

的轉譯為例： 

 

 
6 以上名義，採取東漢．鄭玄《周禮》注的說法。鄭玄（1999）。周禮注疏，（李學勤編），十三經注疏。

北京大學。頁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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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指的是「分寸節度」，「樂」指的是「和合同一」，「射」是指向「對象的

確定」，「御」則是「主體的掌握」，「書」則是「典籍文化的教養」，「數」可說

是「論理邏輯的思辯」。這「禮、樂、射、御、書、數」六藝之教果真是文化

教養的根本向度。……這是文化教養，基本的做人道理…。台灣要進入「公

民社會」，要成就「民主憲政」，「文化教養」命之所繫，其在於斯！ 

 

林安梧將「六藝之教」視為「文化教養」，此種教養，其實就是在培養基本的做人道

理。所謂基本的做人道理，包含了由六藝轉化而來的概念式語言：分寸節度、和合同一、

對象的確定、主體的掌握、典籍文化的教養、論理邏輯的思辨。這裡將「六藝」各有其

特性的教育內容，視為一個整體的「文化教養」。此「文化教養」，則是成就現代公民社

會、民主憲政的關鍵。六藝分別有其特性，卻構成了一個整體的「文化教養」。這跟傳統

六藝之教的啟蒙教育、修身成德、習行等教化意義的特質一致，個別來說六藝各有技法，

但是其目的不是要成就專門技藝，而是要藉由教化活動發揮儒家修己安人，內聖外王的

理想。此理想，落在不同的存在情境中思考，則會關聯著不同情境面對的問題，而展現

為不同的實踐方式。例如在台灣現在的社會情境中，「公民社會」、「民主憲政」是我們關

心的問題。將六藝之教放在現代情境中來思考，則可以轉化為「文化教養」，成為儒家教

化理想落實於現代社會的方式。「新六藝」之所以為「新」，正是基於將儒學教化理想落

實到現代社會的一種實踐關懷。 

另外，針對將「六藝」各自的特性轉譯為現代的概念式語言，也要注意其義理脈絡

及文獻依據。例如：將「禮」、「樂」轉譯為「分寸節度」、「和合同一」。不僅注意到「禮

樂」在傳統義理以及儀式中具有關聯性，所用來轉譯的觀念甚至詞語，也有文獻的依據。

在《禮記．樂記》有「禮節民心，樂和民聲」、「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

以「節」、「和」分釋「禮」、「樂」，皆能準確把握其特質。 

其次，將「射」、「御」轉譯為「對象的確定」、「主體的掌握」，一個是指向對象，一

個是回到自身主體，也能照顧到「射」、「御」兩者相互搭配又各自獨立的關係。《尚書．

秦誓》：「仡仡勇夫，射御不違。」射御具為勇武之技能，在戰事上往往相互搭配，然彼

此又各有重點。《禮記．射義》：「射之為言者繹也，或曰舍也。繹者，各繹己之志也。故

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射箭必有目標，自我確認目標，必

得要求中的。因此解為「對象的確定」，符合「射」的特性。《尚書．甘誓》「御非其馬之

正，汝不恭命。」要求駕車者必得將馬控制好。將「御」解為「主體的掌握」，符合其特

性。又《穀梁傳．昭公八年》：「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射者坐在車上，所以

能射中，跟御者駕車是否穩定有關。轉譯為「對象的確定」與「主體的掌握」，兩者不僅

表現了射、御的特性，也保留了對兩者關係的詮釋空間。 

最後，將「書」轉譯為「典籍文化的教養」；「數」轉譯為「論理邏輯的思辯」，同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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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都具有文獻的依據。《說文解字注》：「箸於竹帛謂之書。」，寫在竹簡布帛上的內容叫

做書；《禮記．樂記》：「百度得數而有常。」，音樂節奏因為有數目多寡而得其規律。又

《莊子．天下篇》載：「以法為分，以名為表，以參為驗，以稽為決，其數一二三四是

也。」以數字來比喻法度、名號、比較、考察之有條有理。顯然其轉譯，也能符合原來

的特性。 

以上藉由林教授的轉譯來分析，主要是表示經典的話語固然足以作為文化符號的依

據，但是藉由現代話語的轉譯，更容易連結到現代知識概念當中。如此將有助於進一步

詮釋現代的技藝活動，尋找與六藝之教的連結。但是其轉譯也不是各自表述，望文生義，

而是當以嚴謹的態度，依據文獻，把握義理，在能接通文化思想脈絡線索的前題下，準

確地轉譯為現代的概念式的話語。轉譯之前的經典話語，名之為「六藝」，此轉譯的活動

及其成果，則名之為「新六藝」。 

此外，由於其目的在接通現代技藝與六藝之教的文化脈絡的線索，因此其轉譯出來

的概念，從原典來檢視要有合理性，在解釋度上也有足夠的相容性。如此應用於詮釋現

代技藝，使之調適而上遂，使得現代人藉由習行技藝，也能夠得到六藝之教的浸潤，此

為「新六藝」的實踐。因此，「新六藝」是一種詮釋的活動。它不僅是對文獻或現象進行

詮釋，也必須主動地連結現代技藝。此種連結，既是詮釋的連結，也是實踐的連結。這

樣的一種詮釋與實踐的工作，勢必是一項龐大的工程。針對當代技藝的詮釋，當另外撰

文處理。 
 
肆、 結語：新六藝的提出 

 

筆者提出「新六藝」，是基於對當代儒學的實踐關懷。藉由六藝之教的特質，展現儒

學中也有重視小學啟蒙教養、君子游藝之學、習行務實等教育思想。希望藉由對六藝之

教的重新詮釋與連結，讓現代人得以從習行技藝連結到文化傳統的脈絡中。如此展開的

儒學實踐，將有別於強調心性之學的主體主義（subjectivism）的實踐方式，（林安梧，

1996）而強調「即於生活世界的實踐之學」。如此理解的文化傳統，也不只是在一道德心

性主體所觀照下的歷史文化，而是藉由在生活日常中習行技藝，經由具體的身心活動歷

程及由此引發的覺知，表現對永恆常道的嚮往。「新六藝」是一種詮釋的活動。它的目的

是要讓現代人得以接通文化傳統的脈絡，讓儒學修己安人的教化理想，得以藉由新六藝

的活動，重新回到現代人的生活當中。它的實踐方式，一方面是對經典文獻的轉譯與詮

釋，將經典中六藝之教的意義以及古人實踐的經驗，經過轉譯與詮釋，成為現代人習行

技藝得以借鏡的資源；一方面是要詮釋現代的技藝活動，尋找它們與六藝之教的連結，

使之為現代人「由藝入道」的門徑。「新六藝」的詮釋與實踐，可以成為儒學在現代社會

中發揮其教化功能的著力點。然此詮釋與實踐歷程中，詮釋者自身也必須是技藝活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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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其連結也不只是理論上的相關，更是實踐的連結。看似不易，其實不難。學行

相資，本為君子之事。更何況有經典為依據，有藝儀為法度，唯需有心者「相其時宜，

斟酌行之」（前引陸世儀言）。所謂時宜是就客觀條件的可行性來說，所謂斟酌是就主觀

實踐的合理性來說，面對主客條件的因素，尋求具體實踐的方式，理論與實踐的辯證過

程當中，不斷地調適以上遂於道。這正是「新六藝」之所以必須為「新」。〔本文感謝科

技部計畫補助：廖崇斐等（2022），儒家「藝教」思想的現代詮釋與實踐（MOST 110-2410-

H-035-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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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cept of New Six 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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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ew Six Arts" is an issue that the author has been paying attention to in recent years. This 
concept is based on the concern for cultural consciousness and post-neo-Confucian practical 
philosophy. The author regards the New Six Arts as the concept of contemporary Confucian 
educational thought, which is the starting point for contemporary New Confucianism to practice 
its practical care.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some people use the term "six arts" and even label 
them as the "new six arts." But the content involved is complicated; opinions are divided and 
unfounded. Among them, many people pay attention to traditional culture, but their 
understanding may not be appropriate, or they may not meet the needs of modern society.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concept of "six arts" must be clear, and it must be able to connect with 
the classical context and implement the actual care of Confucianism in the face of modern 
society. The content can be open, but it must also conform to the spirit of Confucian Six Arts 
Education. This article will clarify how to understand the concept of "six arts" from the context 
of literature and thought, further explain the reasons for the concept of "new six arts," and 
finally point out what "new six arts" me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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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Charles Taylor 離根理性觀照當代心理學發展之挑戰與解方 

 
張家群* 

 
摘要 

 

Charles Taylor 提出「離根理性」是當代西方文化系統在理性主義興起之後的「硬核」。

西方文化系統在理性主義後的「科學革命」與「工業革命」，均來自於此一核心概念的延

伸與發展。與此相對，當代西方文化系統的挑戰，亦來自於此一核心的過度延伸。本文

以 Taylor 的理論「離根理性」為主軸，以文化系統發展的觀點，來審視西方文化系統中，

理性主義與現代化的興起與挑戰。藉由討論西方文化系統的硬核：離根理性；以及隨著

此核心特性的過度延伸，「離根理性」變相地轉化，形成其中一種極端的演變結果，即為

「實證主義」。此種趨勢逐漸型塑出當代科學的片面性，強調以「程序正義」取代「本體

內涵」，形成「本體論的錯位」現象。最終，「本體論的錯位」導致在道德哲學中的虛無

主義以及在道德心理學上，跨文化的不適切性。當代心理學，亦處於上述理性主義思潮

的背景視域下，因此「離根理性」亦反映在當代心理學的發展軌跡中，產生了「心理學

碎片化」、「去個人化／極端個人化雙極對立」、「去意向化」的三大特點。本文以筆者多

年在實務工作中從事心理治療的經驗，討論以上三點對於心理治療的影響。本文認為，

當代心理學必須正視來自西方文化系統影響下的挑戰與限制，並融入中華文化系統中，

更為先進的系統觀，重新整合成為「整體的」、「動態的」與「完形的」「人觀」與「治療

觀」。藉此取代將人分離成為各個學科主題的當代心理學所預設的「人觀」與「治療觀」。

本文並且藉一個小規模先驅性實驗研究，說明如何以系統性的「人觀」與「治療觀」創

造不同的心理治療之可能，並實徵驗證此一新形態心理治療的治療效益。本研究結果發

現，新型態的心理治療可以不同的路徑協助案主面對獨特的挑戰。最終，本文討論不同

文化系統間如何看待彼此的建議，並且建議應重視心理學文化根本，以及由此文化根本

所延伸的獨特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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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從離根理性看西方文化系統中理性主義與現代化的興起與挑戰 

 

Charles Taylor（以下簡稱 Taylor）針對現代西方理性主義展開省思，提出「離根理

性」（Disengaged reasoning）是型塑現代西方社會與科學的重要核心特質，同時「離根理

性」也造成了西方文化系統認識自己與世界的特殊限制（Taylor, 1989）。 

自笛卡爾（René Descartes，以下簡稱 Descartes）以「我思故我在」為核心開啟西方

理性主義思潮以來，西方文化系統形成強調「理性」之主體性與優位性的傳統，「我思」

（理性）被視為「我在」的必要條件。由此，理性遂與生成「自身的根源」及「據以活

動的環境脈絡」彼此分離。由於「自身」是理性主體的「本源」，而「據以活動的環境脈

絡」是理性主體據以形構現世活動的「現象之根」，西方理性主義在發展的過程中，逐步

將理性主體從自身的兩種根源剝離，此一特殊的文化系統發展現象即謂之「離根理性」。 

Taylor無疑地是反對此種離根理性的。對 Taylor而言，主體的真實樣貌並非離根的：

「作為一個著根（engaged）的主體，我們必然是在世界之中根據脈絡進行調適（coping 

with）的，（我們）無法離開這個世界……主體的經驗只能在世界與脈絡之中才能被理解，

主體在世界（與脈絡）之中方知何去何從（Taylor, 1995）。」 

此種去脈絡化的理性，原本僅是認識世界的諸種可能途徑之一，但是，後續西方文

化系統在脫離宗教桎梏的發展過程中，為了擺脫世俗化與威權化的宗教形上學，遂結合

理性的優位性而發展出以「認識論」取代「本體論」的傾向，使得這種認識世界的態度

或方式逐漸轉型成為一種具有去根源化、去脈絡化的理性主體「離根理性」。此一假設性

的理性主體形成了西方文化系統的基礎，一方面滿足了彼時西方社會急於擺脫宗教桎梏

的需求，並推進西方社會的現代化；然而另一方面，「離根理性」同時卻也將原本「身體

—心理—靈性—環境」的整體系統，錯置為以理性代表心理與靈性，並且獨立於所處的

整體系統脈絡之外，使之凌駕於其他非理性主體之上，而形成了獨特文化價值 

（Schluchter, 2014），並以此種離根理性，共同形成了現代社會面對環境與他者時，對立

與宰制的底層結構，從而形塑了現代工業化、資本主義社會、共產社會中二元對立的基

調。 

本章首先介紹貫穿 Charles Taylor 理論體系的重要概念「離根理性」（Disengaged 

Reasoning），闡明離根理性在現代西方社會中的發展路徑與趨勢，並且提出此一發展趨

勢所帶來的獨特挑戰「本體論的錯位」，及在此發展趨勢下，對指導人的幸福生活的道德

哲學所帶來的衝擊，以及其後帶給科學哲學的極端影響：實證主義。本章最終批判西方

近代發展的主軸有其時代脈絡的特異性，並且此一特異性在心理學研究中（實際上是所

有與人有關的研究中）帶來了特殊的挑戰。 

 
一、 西方文化系統的硬核：離根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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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les Taylor（1989）提出「離根理性」（Disengaged reasoning）作為對於現代西方

文化系統發展的根源性批判主軸。在 Taylor 理論體系中，「離根理性」用來指涉西方文

化系統近代發展裡，認識論主體的現代化轉換及其特性（Taylor, 2001）。人的認知活動

「理性」原本不應與其所產生的來源（即人本身及其對應的環境）分開討論，但理性主

義逐步將理性過度高舉，從而替代了古典哲學上本體論及形上學的位置，使得「理性」

與產生它的兩個本源：「人」與其「對應的環境」彼此分離，因此 Taylor 特意將此一特

殊的文化發展現象命名為「離根理性」。實際上，若我們脫離西方文化系統發展的觀點，

用其他世界的文化系統對西方的理性加以詮釋與理解，還會發現「離根理性」不但把理

性從「人」與其「對應的環境」彼此分離，更是把「人」與「一個假設的人的創造者」

（本文在此所謂的創造者，是一個含混且並未指涉是否具有人格與神性的創造主體）彼

此分離。 

由於離根理性的影響，使得近代人文學科研究之興趣，逐漸從形上對象的本體論，

轉換到認識論與方法論。在這個過程中，除了科學興趣與討論內涵發生了轉變，更重要

的是，在此一轉換的過程中隱含了西方文化系統的主體轉換。劉志洋（2007）為 Taylor

在對西方文化系統的批判觀點，下了很好的註解：「……Taylor批評當代的自然主義趨勢

使其知識論遮蔽、誤解了人的本體論面貌，在哲學的論辯中給予認識論優先的地位。」

此種轉換的結果是弊大於利的（Taylor, 2000）。弊端是：由於認識的對象，從本體轉移

到「認識」自身，於是科學活動的重心遂以「建構認識程序的標準化格式」取代了本來

對「實質本體內涵與意義之理解」的傾向。 

雖然如此，但以回顧歷史軌跡的角度來看，現在看起來的弊端，在西方文化系統肇

始理性主義革命時，卻是有其正面時代意義的。世界文化的發展歷史中，以歐洲為代表

的西方文化系統自 Descartes 以「我思故我在」為核心，開啟了西方理性主義思潮。此觀

點深刻地影響主流西方文化系統。發展至今，將理性主義稱為西方文化系統的「硬核」

（Hardcore）亦不為過。所謂的「硬核」是由 Lakatos所提出來的，用來表徵一個理論體

系作為體系核心的概念，這一組概念有著不易改變，自成體系的特性。 

Descartes 建構理論體系的時代背景，正處於天主教世俗權威仍然堅不可摧的時代。

因此，雖然日後 Descartes 所開啟的思潮對天主教的世俗權威產生了關鍵挑戰，並且使

得人們認識世界的方式產生了革命性的改變，但是，Descartes起初思索問題的基礎，卻

是與尋找終極的哲學基礎息息相關的。Descartes認為，人與世界的關係，必須有個善良

超越的存在，才能保證人與世界的關係是真實的。從而肯認了上帝的終極存在地位（傅

佩榮，2020）。在此背景之下，Descartes追索：「我們認識世界時，有甚麼可靠的基礎？」

Descartes 在思索此一問題的過程中，提出對於亞里斯多德（Aristotélēs）經驗主義觀點的

質疑，認為人的感官經驗並不可靠，易被外界刺激影響，感官經驗總是隨著外在刺激的



 

100 
 

變化而改變，使得感官經驗缺乏穩定性，因此是不可靠也易受蒙蔽的，故不足以作為認

識世界的穩定基礎。但是，人畢竟只能透過感官經驗獲取外在世界的資訊，因此 Descartes

進行了一次層次性的跳躍。他認為，無論我的感官經驗是正確的或者是被蒙蔽、被扭曲

的（我思），但畢竟得有一個承受經驗的主體是必須存在的（我在），因此得出了著名的

重要命題：「我思，故我在」。從此，「我在」成為 Descartes哲學體系中穩定的起點與基

石（Barzun, 2001）。 

劉志洋（2007，43 頁）在論述由 Descartes 哲學體系如何發展成為離根理性時也討

論了促成發展背後的天主教歷史脈絡： 

 

值得關注的是這個道德精神最大支持的根源，對笛卡兒來說回到內在的理性最

後還是證成了神的存在，有神論依舊供給笛卡兒的道德體系所需資源……笛卡

兒始終擁有一個神意的秩序概念，神從未在他的視野中消失，理性和上帝的秩

序是一致的，只要運用理性的程序建構，我們就能夠連繫真理。	

「理性現在是主體思考的內在特質，而不是實在觀點之構成……上帝的存在成

為是我經過清晰見解的方法程序朝向科學進步的階段……」。	

 

我們從事後觀察的角度來看，在 Descartes 的理論體系中，上帝仍然提供理性一個

終極與形上學的支持，也就是說上帝從未自 Descartes 的體系中退去，但是後續理性主

義的發展，在當時歐洲民族國家崛起、極欲擺脫天主教會權威的背景脈絡下，很快就像

脫韁野馬一樣，站在宗教的對面，被各個政治實體援引成為對抗天主教世俗權威的思想

基礎。而且更進一步地，上述「上帝的存在成為是我經過清晰⾒解的⽅法程序朝向科學

進步的階段」則證成了「清晰⾒解的⽅法程序」的關鍵性，因此，討論人們如何可能認

識的認識論以及如何使認識論成為具體實踐可能的方法論的重要性，取代了形上學的本

體位置：理性主義者將「我思」當成「我在」的必要條件，並將「我思」當成探索的重

點，而將人的理性高舉於人的存在之前。雖然 Taylor（1995）指出「後來自然神論和無

神論以時代錯置的方式誤用 Descartes 理性的概念。」但時代的發展仍然使得「我思」逐

漸脫離其賴以存在的主體「我在」，從此「我思」（理性）成為了西方文化系統中的重要

核心概念。 

此一核心形成強調「理性」的文化傳統。雖然這個哲學傳統在休謨（David Hume）

的極端經驗主義與懷疑論之下，一度遭受強烈的挑戰，但康德（Immanuel Kant）重新提

出有限理性論，為理性在其整個哲學體系中找到新的定位之後，強調「理性」之主體性

與獨立性的傳統，遂成為西方文化系統的特色與基石（De Pierris & Friedman, 2018）。例

如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在評論 Descartes 時，即認為其「……是現代

哲學的倡導者，為現代哲學奠定了穩固基礎」（引自傅佩榮，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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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整個西方文化系統可說承襲了理性主義的大潮流，將理性視為人的特色以及

認識世界的關鍵。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從文藝復興開始，其後的工業革命和帝國主義興

起、資本主義以及共產主義的競爭，乃至於兩次大戰之後共產與民主的陣營對立，冷戰

後各國對於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進行修正，乃至商品社會與世俗社會的形成都離不開理

性主義的影響（Barzun, 2001; Taylor, 2000）。 

在此潮流下，哲學中認識論的地位一舉提升，取代了此前經院哲學中本體論與形上

學的主體位置。從此，人如何更理性地認知世界，變成比在現象世界背後探究本質是何

面貌更加重要的議題。可以說，西方文化系統在 Descartes 之後經歷了一場探索目標的

典範轉移式的巨大轉變。人們的探索興趣，從經院哲學中對神的本質探索以及用以表徵

世界本質的人─神關係之探索，轉變為「如何以更加理性的方式認識世界」。 

本體論與認識論的關係，在此脈絡下，也從原本的「由本體推論方法」，轉為「以方

法上的程序正義取代對本體的推論」。然而，這種貶低形上學與本體論的歷史發展，卻從

根本上導致了西方文化系統走向虛無主義的傾向。畢竟，此種貶抑形上學與本體論的作

法就好像「將洗澡水與嬰兒一同倒掉」（黃光國，2018）一樣，將對本體論的後續探究與

發展扼殺在襁褓之中。亦即在此傳統下，西方文化系統實質上面臨了將其傳統哲學中關

心的的「本體」虛無化，去功能化與重要化，從而導致整個系統產生空缺與失衡的問題。 

自此，希臘哲學傳統中從柏拉圖（Plato）開始提出著名的「洞穴意象」，起始，開始

著重由洞壁上火光所映照出來的影子，推論影子真實的本體就在哲學家身後，延伸出來

由現象推論形上本體的傳統以及現象－本體的整體論傳統亦均遭到抑制。 

 

二、 離根理性極端轉化：從「本體論錯位」到強調表面性、片面性、程序正義 

 

離根式的理性主義興起的後續發展是如此地出乎 Descartes 意料之外──由於理性

主義強調理性對於存在的必要性，因此使得「神」在道德領域中終極裁判者的地位，被

方法上的程序正義所取代。以此作為濫觴，上承 Democritus 原子論，下輔以 Newton機

械論宇宙觀在對自然世界解釋與利用上的成功，使得拆解整體系統，針對組成系統元素

之間的關係進行機械論／原子論式的分析方法，一躍成為西方認識世界的主流科學觀點。

此一發展亦有歷史的外部因素，由於上述「神」在道德領域中終極裁判者的地位，被方

法上的程序正義所取代，因此使得此種以程序理性取代終極超越的裁判者這個存在本體

的思維模式，正是離根理性所派生的產物。因此便為當時的西方社會正在興起的科學革

命找到了對抗宗教權威的基礎（Schluchter, 2014）。 

從此，文藝復興以後的科學家樂觀地認為，世間萬物都能以機械論／原子論的方式

進行分析，並在現實生活中得到更佳的、對萬事萬物的理解／控制／應用。更進一步地，

由於此種分析的尺度與結果均能夠被人的感官經驗所掌握，故產生了此種方式是最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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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幻想」。由於此前理性主義的發展，將理性（我思）定調為「我在」的必要條件，

更使此種預想推動「理性」與「我的存在」強烈彼此證成。使科學逐漸取代神學的地位，

給予人類存在位置與意義的替代解釋。 

其中，將此潮流推演得最為極端的即是所謂的實證主義科學。實證主義者 Schlick

（1936）甚至認為一個命題的意義，即是實證它的方法（引自黃光國，2013）。一旦一個

命題的意義轉變成了實證它的方法，那麼命題本身的內涵以及在特定環境下的作用，都

變成了可以忽略的東西，科學的意義完全變成了一種科學家腦中的猜想是否與實驗室中

所得數據對應一致的遊戲而已。此種以方法的正確性取代對本體的探討的謬誤，具有西

方文化系統發展的特定背景。但邏輯實證論者卻將其作為認識世界的唯一正確方式，即

屬對科學與認識論的誤解了。畢竟「理性活動」本身，實屬存在者整體心智活動的結果，

因此無法脫離進行認識活動的本體而獨立存在。僅僅探討理性主體活動所產生的結果

（理性），而忽略理性主體本身的樣態，則會忽略了來自理性主體本身的特性以及理性

主體與環境動態互動發展的特性，終而失之偏頗。 

更有甚者，科學活動遂轉變成為是否符合某種編輯標準／遊戲規則的人造語言遊戲。

在這其中，對於問題及其解答之追尋，逐漸成為僅僅重視追索的過程是否合理，及其結

果的呈現形式是否符合一個科學社群公認的既定規範的「填空遊戲」，而不再真正重視

問題與解答內涵的實質意義與實質衝擊。如此的流變造成人類與其所欲認識的世界之間

彼此疏離（曾國祥，2004）。結果學術機構愈是強調制度化與結構化，愈有行政上的規制

性與正當性，則愈形構新形態的、人認識世界的障礙。同時，此種制度性的障礙更讓科

學的外部史影響科學發展的能力極大地超越了科學內部史的地位：既然重視追索的過程

與形式規則之「正義」，那麼掌握規則制定的權力，就變得比真實擴展對於世界的認識更

加重要的事情。如此使得科學發展的外部史得以凌駕科學發展的內部史，為學術派系及

政治權力提供了侵蝕學術創意與文化發展的可能缺口。 

葉啟政（2019，64頁）如此評價西方文化系統啟蒙運動後理性主義思潮的負面影響： 

 

……笛卡兒有意透過主客二元的說法，來彰顯人作為認知主體的能動性。但是

一旦人們開始建置定型化的科學方法和邏輯思辨（例如實證主義的信條）。來

界定科學理性的內涵之後，定型的科學理性形式並不足以立即可以用來證成人

的主體性。或許情形正是相反的。事實上，逐漸地侵蝕著人的主體性，而終把

它架空、或甚至逼它讓出位來。總之，正是因為人們持有著如此一般的主客二

元分立對彰的認知立場，才讓（科學）理性脫離人本身，成為一股龐大而自主

的建制性的怪力。	

 

葉啟政的批判，正好呼應 Taylor所提出的離根理性概念，而且更進一步地點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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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二元分立對彰的認知立場是造成此一影響的重要原因。此外，其所謂的怪力，可以從

兩個層面來加以詮釋與分析。一方面，是認識論的問題。此種從理性主義脫胎而來的離

根理性，與西方科學的片面性傳統（one-sideness）彼此交互影響，從而使得人類對於自

身的存在與所處脈絡的探求，逐步降解成為一種片面性簡化的實證資料與假設之間的線

性關係。 

另一方面，葉啟政（2019，64頁）特別提到「定型的科學『理性』建制形式」對於

科學探究的負面影響。這是因為當科學家主動自發，且在形式上自由無拘的探索，逐漸

被體制行政化、規制化、格式化後，對於外界的探索遂有了既定的計分標準，有了既定

的計分標準，科學活動遂降解成為學術對於現實功利的「競爭力」、變成僵化的教條與學

術格式；對於問題與真理的探究亦降解裂變為追求格式與形式的「程序與格式的正義」。

尤其，此種程序與格式的正義與對本體的理解本身具有差距，雖然可能彼此有關聯，但

並不能真的保證程序與格式正義就對本體的理解產生更多的認識。因此最終，反而侵蝕

研究者的探索自由與不受限於當代體制的創意及多元可能。失去了此種自由的研究者，

終將退化成為僵固體制中著重格式的文書編輯人員、著重分類的圖書管理員或著重行政

形式的高級行政人員而已。而上述三者，雖然都可能是某些機構中的執行者必須具備的

良好品質，但無疑地都並非一個探究人類知識邊界的探索者充分與必要的特質。 

綜合上述，可以將西方文化體系的發展主軸描述為：現代西方文化系統，肇始於理

性主義，在擺脫天主教世俗權威的時代脈絡下，產生了以離根理性（人類認識世界能力

的一部分）替代上帝，形成了「以認識論替代本體論」的「本體論的錯位」現象（張家

群等，2016；Chang & Shiah, 2018）。「本體論的錯位」現象意指：原本給予本體依歸與

道德指向的「本體論形上學」的位置，讓位給「程序與格式的正義」與人本的「自由原

則」，這造成了道德哲學與道德心理學的本體虛無化與文化限制，使得「道德」這一人類

的整體活動被碎片化地區分為道德理性、道德情感、道德所討論的、道德發展的標準被

簡化為與「習俗」（convention）的關係。「離根理性」與「本體論的錯位」亦表現在後續

的科學發展上，這兩者的極端結合，催生了「實證主義」，「實證主義」脫離西方文化的

根源，不再探討現象背後的本體，轉而僅注意能被測量的表面現象；不再給予探索現象

背後機制的探索者科學的桂冠，反而注重「外部史」表面的形式與規制；刻意忽略了由

深層結構與機制整合的系統整體面貌，反而以離根理性支持原子論的簡單化約，將許多

系統的整體現象，不當地化約成為碎片式的細節。 

於此必須特地說明，此種規制化的「程序與格式的正義」並非一無是處。規制化的

「程序與格式的正義」能夠提供學術社群的參與者與其他團體之間區別的身份認同

（identity），因此有助於學術社群的認同與形成，如此，在科學的「外部史」結構上，規

制化的「程序與格式的正義」可能成為推動學科與學術社群發展的重要動力。此種力量

在當時科學社群推翻天主教世俗權威的背景脈絡下，無疑是重要的。然而，若是把此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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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科學發展外部史的動力，錯置為評斷科學成就內涵的、跨越時代脈絡的唯一標準，

則本文認為是一種嚴重的倒置，同時也會阻礙科學的多元開展。 

倘若我們對此一文化現象不加批判地全盤接受，甚至變本加厲地「自我殖民」（黃光

國，2015）式地複製西方的方法學，則所謂的科學活動就變成僅僅是在規範內複製與生

產大量符合標準化格式規範的、產出過程一致的學術工廠產品，甚至將學術論文是否符

合某種格式規範，視為作者是否承載學術資格的必要且充分條件。至於作者是否具備符

合其學位的問題找尋與問題解決能力、論文的內涵是否真實地能對人們解決問題或對世

界產生衝擊，都僅在於其次了。而學術體系也就淪為單純的集點活動而已了。如此，便

產生了黃光國（2021）所謂的（心理學）自我殖民式的困境。 

 
三、 離根理性對道德哲學的衝擊 

 

在此，本文刻意使用「正義」一詞是帶有深刻貶意的，因為此處所謂的正義內涵為

何？究竟由誰制定？被如何用來進行政治層面的運作？乃至於運用「正義」的結果對誰

有利？都極有可能生成壓迫與剝削體制，而進一步限制了對世界探索的自由。或者，最

低限度而言，體制也會對社會該如何分配有限的資源產生影響，繼而間接地限制了個人

探索世界的可能性。 

上述對於「正義」的批判，引領本文思考此種以認識論代替本體論所造成的「本體

論的錯位」（張家群等，2016；Chang & Shiah, 2018）如何影響道德規範及現代社會對於

道德的定義與想像。而這正是 Taylor 離根理性概念對近代西方文化系統發展在道德層面

上的批判。 

 

Taylor認為「以自然科學為基礎的客體化概念（即離根理性）將人抽離出生

活的意義。一方面以知識論的確立來排除本體論的探問，另一方面人無法再

確認任何單一的良善生活標準，人們改以正當的（即正義的）價值中立之程

序來解決對於認識良善生活的力有未逮之處」（引自劉志洋，2007，2 頁）。 

 

然而，不幸的是，「正當的（即正義的）價值中立之程序」實際上並不能夠保證最後

的結果就是良善的，「正當的（即正義的）價值中立之程序」僅能保證過程的中立與合理

性，但卻無法回答特殊脈絡底下的適切性與實用性，從而也無法回答良善的內涵究竟為

何。 

由此，不但本體論被離根理性認識論所取代，道德哲學也被離根理性式的認識論所

支配。於是道德哲學不再提供人們追尋人生價值的意義內涵，反之，僅僅是討論如何形

成道德標準的程序。理想上，這麼做的好處便是提供了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重要核心基



 

105 
 

礎──從羅馬教廷手中將個人與上帝溝通的權力奪回。如此，便使得道德的標準從此，

由定於一尊的天主教權威手中，下放到每個人自行與上帝溝通探索。從而使得整個歐洲

的政治與社會從天主教世俗權威體系中獲得了解放，其後遂逐漸形成了民族國家與一統

的天主教教宗體系彼此競爭在政治與社會上的話語權。 

此種道德哲學顯然對西方文化系統產生了重大影響，並且純以結果而言，重新賦予

西方文化系統新的活力。可以說是好處大於壞處的。然而，我們在探討此一文化發展時，

往往忽略了發展趨勢對整體文化系統的發展而言是好是壞，是不能脫離系統本身的發展

脈絡加以討論的。亦即，離根理性對西方文化系統的好處，其實是有著西方文化系統黑

暗世紀中將天主教體系定於一尊這個特定歷史脈絡的，脫離了這個歷史脈絡，離根理性

其實也可能對整體文化系統的發展產生阻礙。 

黃光國（2021）以「科學主義的魔咒」來命名此種來源於西方離根主義認識論所造

成的、本體論上的虛無主義以及道德心理學研究中的跨文化不適切性。Hwang（2020） 

批判以康德倫理體系所代表的西方文化系統過於歐洲中心主義，且據以形成理論的基礎

樣本多是來自西方的（Western）、受過教育的（Educated）、工業化（Industrialized）、富

裕（Rich）、民主政體（Democratic）這樣的社會文化經濟背景（Henrich et al., 2010）。而

此種據以建構理論樣本來源的偏差，事實上只是西方文化系統的表面而已，它的底層文

化發展脈絡，仍舊是離根理性的流變。 

離根理性另一個重大的問題是：將人從其所生成的環境中抽離，而使人將環境工具

化，環境不再是生養人的「天地父母」，而一夕之間轉變為從屬於理性、能被恣意利用的

「工具」。如此一來使得環境的不合理利用正當化；將人與他者的關係碎片化、工具化、

功利化、去關係化，讓人與他者產生異化與疏離；由於賦予理性獨特的地位將理性高舉，

使得那些高舉理性發展的社會，面對其他不以理性為發展主體的文化與社會，產生了殖

民者式的優越感，造成文化衝突甚至文化戰爭。最終形成近代史上階級、宗教、種族等

等的異化（De Wit, 2018）。 

總和而言，本文對理性主義所持有的根本立場是：理性主義跟所有其他認識世界的

方式一樣，都具有優劣之處，只是當代社會忽略了西方文化系統中產生離根理性的特定

脈絡，而過度提倡理性主義的普世性及優點，反而忽視了西方文化中理性與存在者本身

的分離，導致碎片化、片面化的認識論缺憾。過度高舉此種離根理性式的認識論的結果，

使得本體論與道德哲學由於失去了形上本體的超越位置，並在以認識論及方法論的程序

正義填補失去位置的本體論時，造成了本體論的錯位。最終使得整個體系受到虛無主義

的威脅。繼而，為了解決此種威脅，道德哲學遂不得不讓位給程序上的正義，使得道德

的判斷不再依據對「良善」內容的具體認識，而僅僅能依附於產生道德判斷時的程序上

是否正義。此種碎片化、片面化的認識論，不可不加批判的直接接收，必須如 Hwang 

（2019）所強調的，經由研究者具有文化系統發展意識的分析，方能作為借鑒，解析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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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當代所處情境之優勢與劣勢，並進一步尋得正確的科學探索之路。 

離根理性對道德哲學所產生的影響，使得西方社會在進行道德判斷時，獨重程序正

義，亦影響當代心理學與心理治療的發展方向。首先在心理學中，從 Kohlberg 開始，將

道德發展引入心理學的關注範疇作為濫觴，道德與利他成為心理學的重要議題。然而，

黃光國（2021）即提及，世界各個文化體系在檢驗 Kohlberg 道德理論時，很快地遇到了

難以解釋的爭議資料。在與西方文化系統社會相異的地區中，按照 Kohlberg 的典範進行

研究時，諸多學者均發現無法使用 Kohlberg 的理論框架來為異文化的道德觀點進行有

效分類，或者無法使用 Kohlberg 的三期六段原則來妥善地區分不同文化中受測者的道

德發展階段，「對 Kohlberg 理論構成最大的挑戰」（黃光國，2021）。於此同時，西方心

理學者也對此有所警惕，開始反思理論在適用於異文化中不一致性的來源。Shweder

（1982）即認為這是由於 Kohlberg 理論體系背後其實預設了西方理性主義、個人主義、

自由主義的世界觀之故。但是預設了西方理性主義、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世界觀，究

竟會對道德心理學產生甚麼樣的影響？後續許多學者開始以不同的角度試圖回答這個

問題。例如：Gilligan（1982）從女性主義的角度思考，創立了以關懷原則為核心的關懷

倫理學，對標 Kohlberg 理論體系底下的正義核心原則；Graham等（2013）、強調道德直

覺與情緒面向，對標 Kohlberg 理論體系底下的認知主軸；Haidt（2007）試圖將道德分析

成為數個共通面向，認為是這些面向共同構成了道德的「道德基礎論」，對標 Kohlberg

理論體系底下的單一認知面向。然而，這些對於作為起始的 Kohlberg 理論體系的批判，

以本文的脈絡來看，實際上都仍然處在同一個文化脈絡之中，因此無法看到自己的共同

問題。 

所有上述西方文化背景下的道德心理學家，均忽略了離根理性早在當代西方心理學

成為獨立學科之前，即已深深地影響該文化體系底下的所有人如何看待世界的方式。離

根理性早在心理學成形前，即已將程序正義優於對本體本質的探尋深深植入所有人的思

想底層之中，使得所有的西方道德心理學者，均只是在換著不同的標準，嘗試對「道德

的結果與現象」進行不同方式的「分類」，並且爭執著誰的分類方式更具程序正義性而

已。即便諸學者均強調自己從不同文化的角度來進行道德心理學研究，終究也不過就是

將「杜威十進位分類法」，轉換成「中國圖書分類法」而已，骨子裡仍然只是對諸種道德

現象與結果，採用不同的面向進行分類而已。然而，僅僅只是知道一本書放在書架上的

哪個位置，是無法告訴讀者書中內容的。而且，由於不同理論之間僅僅是分類角度的不

同，因此理論之間幾乎無法對話，不同的分類標準，自身即具有足夠的程序正義性與完

備性，因此很難說 Gilligan 的關懷心理學優於或劣於 Kohlberg基於正義的理論框架，反

之亦然。更不用說不同的分類標準常常僅適用在不同的脈絡與角度之下，因此當探討的

脈絡改變，分類標準的適應性也得隨之改變了。 

此外，由於離根理性傳統，在經由上述「本體論的錯位」之後，學者的視野與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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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質上即產生了摒棄形上學甚至哲學的傾向，因此這些學者普遍忽略了「能產生發展的，

永遠都是人，而且僅僅只有人，道德本身不會發展」此一事實。所以，所謂的道德發展

實際上真正在問的是「人如何隨著自己的發展，來面對道德挑戰」？而這之中的「發展

機制」為何？因此「道德」的真正本體問題一直都是人如何面對他的環境，從而使他自

己以及有所牽連的他人能更進一步地發展。但是，隨著離根理性的影響，這些重要的道

德問題，根本不可能進入當代心理學的討論之中。這也正反映了離根理性以「我思」（道

德現象）取代「我在」（思考道德的人自身）的特色。 

簡而言之，本文認為西方道德心理學的真正問題，從來都不是不同的文化如何看待

道德的問題，而是西方科學的整體發展，使得當代心理學誤讀了「道德」真正重要的本

質。當應該去追問人如何隨著他的修養發展，更適切地處理道德挑戰時，我們卻在追問

不同的文化是否會形成不同的分類標準；而當應該詢問怎樣的「機制」能夠更好地協助

個人，適切地面對道德挑戰時，我們卻被誤導去比較不同的分類標準何者更具優越性與

普遍性。 

由於西方道德哲學延留至道德心理學之問題的本質，一樣是來自於離根理性後續的

本體論的錯置，使得本體論遭遇虛無化的脈絡。而除了道德心理學遭遇此種困境外，心

理治療，甚至整個西方心理學亦面臨了相同的考驗。故本節花費眾多篇幅分析道德心理

學所面臨的挑戰，即是希望兩者併陳給讀者，使讀者在比對兩者的發展時，能感受到底

層文化系統發展的重大影響。 

此種碎片化、片面化的認識論在面對以人類及人類活動為主體的心理學上，離根理

性的缺憾，比之其他領域更為關鍵。此種離根理性，使得當代心理學落入碎片化、去差

異化與過度強調個人主體、去意向化三個面向的困境。 

 
貳、離根理性對心理學與心理治療的影響：心理學碎片化、去差異化與過度強調個人

主體、去意向化 

 

當代心理學亦處於上述理性主義思潮的背景視域下，因此「離根理性」亦反映在當

代心理學發展的軌跡中，此種反映不但是從源頭影響了心理學研究的每一個分支而形成

了獨特的現象：「心理學碎片化」、「去差異化與過度強調個人主體」、「去意向化」，同時

這些獨特的現象彼此相互形成一股強化網絡，此種網絡力量強大，幾乎說服後學者相信

擁有此類特性的學問才夠格被稱為心理學。以下分別論述上述現象的概念、形成的可能

機制，以及彼此之間的互動樣貌。 

當代心理學傾向戴上理性主義的眼鏡，將人的整體活動，分析降解成為實證主義式

的行為與神經活動；將人與他人及環境的整體經驗，降解成為能被理性掌握與切割的諸

如「情緒」或「溝通」等彼此分離的研究主題，導致「心理學的碎片化」，而非探討諸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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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功能如何作為一個「系統性」的整體整合運作，與自然與社會環境彼此互動。當代

心理學中，完形心理學與完形治療學派即由此開展對於行為學派與認知學派的批判

（Wertheimer, 1923）。 

另一方面，在心理學碎片化的影響下，個人的特性與其獨特的發展與經驗內涵，即

被從他身上撥離，形成了「去個人化」的特性，讓心理學的探討對象變成普遍扁平的「一

般的」、「典型的」人，而非獨特的、具有特殊經驗與發展內涵的「您」。由此，產生了兩

個看似互相矛盾，但卻實為一體兩面的現象，即同時由於強調人的生物性與機械性，將

具有不同發展歷程與個人史經驗的「個人」當成不具差異化的、普遍的「機械人」，形成

了當代心理學理論中普遍含有一個「典型人」的預設，這樣的結果造成心理學的「去差

異化」；另一方面，在面對社會與個人的發展時，由於剝離了個人的經驗與主觀感受，因

此形成在面對社群與社會時，採用上述「典型人」的立場，思考並賦予個人所具有的社

會法律地位，並強調個人的權利與義務。此種作法好處在於保障了個人的界限，使得個

人不易受到社會與政府權力的侵害，然而，在實際的個人生活中，由於強調個人的權利

與義務，使得個人與社群及所屬社會文化的關係，僅僅剩下以個人為出發點的權利義務

關係，讓人進一步由其所屬的社群中剝離開來，使得離根式的個人主體與環境的關係功

利化，而忽略了這個主體在其社會網路脈絡中可能的其他原則與發展脈絡，最終將這種

個人與社會彼此鑲嵌的整體網絡系統關係，簡化成為簡單的權利與義務之間的利益加減

關係。為了彌補這樣的缺憾，當代心理學中的「詮釋現象學派」，即由此開展理論核心，

希望重拾對於個人作為一個具有自己的發展時間與具有差異化的、具有脈絡化的「人」

的重視。然而，「詮釋現象學派」卻又同時受到西方文化系統的發展脈絡影響，造成偏向

實證式的語言與行為資料蒐集，這便造成了「詮釋現象學派」過度重視個人經驗與現象

場的實際例證，而較少將實際例證推向抽象層次的問題，因此某種程度上可能造成人的

個人經驗與其抽象自我概念分離。此種問題使得「詮釋現象學派」有機會仍然落入實證

主義的、對人的離根式思維。 

但無論如何，同時對人進行去差異化處理，又在面對社群網路系統時過度強調個人

化的結果，使得個人的「意向」（intentionality）也失去了作用的脈絡與意義，於是個人

的意向與其影響也逐漸在當代心理學探討的主題中遭到邊緣化的對待。個人的「意向」

是引領個人發展從一種被決定的狀態，轉變成有意識地自主引導個人發展的關鍵，人的

發展轉變，有賴於在個人獨有的個人史與脈絡中不斷修正與證成自性的發展趨勢。但是

在上述的文化脈絡中，由於個人被視為「普遍的、去差異化的典型人」，因此使形成個人

意志的發展脈絡斷裂潰散；另一方面，「普遍的、去差異化的典型人」與社會的關係也因

此被簡化成為權利義務的簡單計算，使得許多行為的道德意義被摘下桂冠，這樣的結果，

實際上使得人的意志的價值也遭到了邊緣化。這樣的心理學，無疑地，在心理學與心理

治療及諮商心理之間產生了斷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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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特點進一步地反映在心理治療領域，更形成實務上的獨特挑戰，讓本來應該關

注「人與其處境」此一「整體」，進而促進案主整體發展趨勢改變的心理治療，因為「離

根理性」的「片面性」，將「人」學科化、碎片化，使得本來應該面對「人這個整體」的

心理治療，轉化成面對「疾病」或「失能」的症狀診斷與症狀治療。此一特殊挑戰，反

映在當代心理學家對現行「精神疾病診斷標準第五版」（以下簡稱 DSM-5）上，形成對

於具有身心困擾的案主「疾病化」的趨勢。由此，人的整體經驗與主觀感受遂被視為可

降解分析的、具有認知特徵的認知活動；並將人與世界的關係切割成為物理、化學、生

物學、心理學、人類學、社會學、哲學等各個獨立的學科進行實證主義式分析。而此種

將「人」降解轉化為「疾病」的觀點，實際上西方文化獨有的，是離根理性的產物（Watters, 

2011）。 

上述三個獨特的挑戰，進一步流變成為在協助案主面對本身獨特挑戰時，依循學科

專業化、碎片化的原則，將案主的整體問題加以切割，轉化成諸如「診斷、藥物（精神

醫學）；認知、行為（臨床心理）；物理、職能（復健）；家庭與學校社區問題（社工、教

師）等專業領域的問題，如此更使得本就陷入困境的案主更加莫衷一是。如此一來，心

理治療的整體關照與可能策略即出現了全面性的不足。更為嚴重的是，使得人作為一個

獨特心理本體的地位遭到專業化的侵蝕。此一弊端全面性地反映在心理治療的整體上，

包含但不僅限於治療者與案主的關係、案主概念化、心理衡鑑、診斷，乃至於治療策略

與具體技巧上。為了詳細說明上述論點，本文將在第肆節列舉一個團體心理治療的先驅

實徵研究，具體說明。 

 

參、本土心理學發展的可能解方：儒釋道文化體系中人與環境互動動態系統觀 

 

本土心理學自民國 60 年代開始，即逐漸蓬勃發展。最主要的驅動來源來自對抗西

方的學術霸權，希望能夠奠基在本土文化體系的基礎上，產生新的對於人以及世界的認

識。然而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在發展本土心理學理路時尤應進一步探究與借鑑西方文化

的發展及其局限，方能更加清楚地理解本土文化體系在整個人類文明發展中的重要地位

與貢獻。 

本文使用相當長的篇幅，對西方文化系統進行了發展脈絡的文化分析，並且說明此

一流變對心理學與心理治療的影響。接下來則主要著重說明與西方文化系統極為不同的

中華文化系統。事實上，如果要清楚地闡明整個中華文化系統，所需的篇幅與對於筆者

能力的要求，將遠遠超出本文的篇幅，因此本文僅能在此以一個概括性的統整概念，描

述中華文化系統中，筆者認為與本主體最為相關的核心概念。 

儒釋道文化體系的系統觀，在整個人類文明的演進中，對人與環境關係的詮釋非常

獨特。既不採行 Charles Taylor 所描述的西方離根理性式的自我異化過程，也不採行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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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機械決定論的看法，將人視為純粹被動地接受外在條件的看法，更反對 Freud 式的潛

意識決定論，將人視為被動的潛意識載體。 

與上述西方文化系統的觀點相反，儒釋道文化體系均強調人與環境互動的動態系統

觀，例如在儒道文化體系中將人與世界視為「天人合一」的整體。在此一觀點下，不把

個人視為與世界分離的個體，而是把個人與世界視為無法彼此脫離、持續動態互動的整

體系統。兩者之間的分界，與其說是模糊地彼此參雜，更好的詮釋應該是隨著時間與情

境而不斷動態改變的。亦即，將人與環境視為一個透過動態互動，連結共構生成的龐大

複雜系統。在這個整體的動態系統中，人為一個主要的子系統，環境則為另一個主要的

子系統。這兩個子系統在不彼此產生互動時，可視為兩個獨自運作的複雜系統，但在大

多數時候，兩者彼此互動鑲嵌，構成一個更為龐大的系統，此時兩者均可被視為這個更

為龐大系統的子系統或次系統。因此，人與環境何者為主，何者為次，端視詮釋者所欲

詮釋的視角與所欲詮釋的主體而定。且當吾人將此一整體系統當成分析的對象時，各系

統與其中的動態機制，仍然是可以被認識與理解的。 

例如：以道家為基礎科學理論的中醫，強調人與環境彼此調和，甚至可以利用天時，

佐助疾病的預防與診治。其中最為著名且現今依然廣為應用、多有實踐的，莫過於「三

伏貼」療法的施行。「三伏貼」的理論與應用由來已久，但最早見諸文字是在清代張璐

（1699）《張氏醫通》：「諸氣門下喘、冷哮，灸肺俞、膏肓、天突有應有不應。夏月三伏

中。用白芥子塗法。往往獲效。方用白芥子淨末一兩。延胡索一兩。甘遂、細辛各半兩。

共為細末。入麝香半錢。杵勻。姜汁調塗肺俞膏肓百勞等穴。塗後麻瞀疼痛。切勿便去。

候三炷香足。方可去之。十日後塗一次。如此三次。病根去矣。」 

在這篇記述中，可以看到起初發展三伏法，是為了解決一個具體的難題「諸氣門下

喘、冷哮，灸肺俞、膏肓、天突『有應有不應』。」亦即使用炙法，施術於肺俞、膏肓、

天突三個穴位來治療喘與冷哮。然而此法的施行卻有時有效、有時效果不彰。按照現代

西方科學的思考進路，要解決這個難題，很可能會展開方法學上的細緻分析，諸如從藥

材成分、施術程序、案主的遺傳表觀型態等等方面著手。然而中醫由於思考理路的差異，

則另闢蹊徑，提出為何有時有效，有時成效不彰的重要影響因子，是由於「天時」不配：

「夏月三伏中。用白芥子塗法。往往獲效」。因此，最終「三伏法」必然搭配節氣施行。 

上述例子中，中醫在進行人體健康調理時，將環境的動態特質納入考慮。此時並不

僅僅將環境作為一個影響人體系統結果的因子，相反地，中醫將環境視為與人體不可劃

分的整體系統。因此人體本身與他所處的環境被視為一個緊密互動不可分割的系統，所

以在進行調理與治療時，亦需要考量與參照體外環境的狀況，使用一個鉅觀整體系統性

的思考來進行療癒。 

儒家作為儒釋道文化體系中，最為入世的理論系統，儒家將環境子系統更為具體地

以人與其所處的社會網絡脈絡為核心，闡發儒家的世界觀。例如徐進等人（2019），即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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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儒道共同的淵源《易經》，本身就隱涵了人與環境互動共同形構人的處境。 

此外，在佛家認識論中，著名的六根六塵六識論述，亦分析「六識」視覺、聽覺、

嗅覺、味覺、觸覺、意識與概念這幾種個人的主觀感知覺，是由人的生理結構「六根」，

與相應的環境刺激「六塵」，彼此交互作用後方才產生的，因此從本體上，亦是肯定了

「六根」（人之結構）與「六塵」（環境刺激）彼此交互作用（人與環境動態互動）作為

創生「六識」（結果／現象）的機制（陳家成、林杜娟，2002）。  

以上例證，均為儒釋道重要的核心概念，如果將其抽象化與理念化，不難看出儒釋

道文化體系對於人與環境的關係，雖然在論述所想要解決的問題上、論述的開展上、與

本體論起源上彼此相異，但在形式上卻擁有相當的一致性，均肯認人與世界彼此互動、

鑲嵌而必須被視為一個更大的整體系統。 

  

肆、以自閉症家長團體先驅實徵研究為例，說明離根理性對心理治療的影響及天人合

一動態系統觀之可能解方 

 

一、以自閉症家長團體先驅實徵研究為例，說明本文論述之可行性 

 

 本研究旨在以一個簡單小型的實徵研究，來具體說明既有心理治療的問題，並提出

以人與環境互動系統觀為核心的可能解方，因此，在選取本研究的議題時，最好具有：

已有既有心理治療課程可以代表離根理性式的治療程序、議題本身最好能彰顯人與環境

互動的特性、能根據人與環境互動系統觀對議題本身提出不同的見解，並能合理轉化為

新的治療程序。筆者自身的經驗中，能同時滿足上述條件的，以自閉症家長團體的心理

治療以及毒癮治療為首。本研究以可接觸性為原則，在此選取自閉症家長團體的心理治

療作為本研究先驅性實徵研究的主題。 

    這是因為，自閉症家長團體的心理治療已有行之有年的家長訓練團體，例如

IMPACT 課程。而此類心理治療底下的原則均依循行為主義應用行為分析（Applied 

behavior analysis）所產生的變體，並且多聚焦於如何教導自閉症幼兒的家長因應與改善

幼兒之自閉症症狀；其次，自閉症家長是所有具有特教需求的兒童中，親職壓力最重且

最容易出現伴侶問題的族群，因此使得這個主題不僅僅是與自閉症幼兒相關，更具有廣

泛的系統性人際因素；第三，由於上述廣泛的系統性人際因素，使得人與環境互動系統

觀，能從最基礎的心理治療的總體目的、執行方法、具體技巧等處均能著力。故此，本

研究以自閉症家長團體先驅實徵研究為例，說明離根理性對心理治療的影響及天人合一

動態系統觀之可能解方。 

 
二、自閉症家長所面臨的挑戰：源於幼兒特殊性的親職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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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閉症光譜疾患（Autism Spectrum Disorder，以下簡稱 ASD），簡稱自閉症，是一

種廣泛性的兒童發展障礙。DSM-5敘明此類兒童可能同時或獨自具有：持續的社交溝通

及社交互動的缺損（包含「社會─情緒相互性」的缺損、「用於社交互動的非語言溝通行

為」的缺損、「發展、維繫及了解關係」的缺損）；並且常表現出侷限、重覆的行為、興

趣或活動模式，且在兒童發展早期即出現，無法以智能發展障礙作更好的解釋，並且在

嚴重程度上，足以引起臨床上社交、職業或其他重要領域方面的顯著功能減損（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4）。 

 由於上述缺損的綜合效應，尤其是社交溝通與社交互動的缺損，使得 ASD 兒童難

以與家長雙向且適切地表達自身的需求，同時在情緒察覺與情緒調控上，也因為侷限、

重覆的行為、興趣或活動模式，使 ASD 兒童做出許多不適宜的行為，例如在百貨公司

執著地上下搭乘數十次手扶梯，且若打破其執著行為，更可能出現劇烈的哭鬧，上述種

種行為都對家長教養造成極大的親職壓力（parental stress）。 

親職壓力是指在主要照顧者（main caregiver）身上出現，一組與親職角色相關的、

非特定（non–specific）、持續（persistent）、顯著（significant）的挑戰（Pisula, 2011）。而

在親職壓力研究中，許多研究一致地發現，與養育正常發展（normal developed，以下簡

稱 ND）幼兒的主要照顧者相比，養育具有特教需求（special needs，以下簡稱 SD）幼

兒的主要照顧者，普遍承受更高的親職壓力（Blacher & McIntyre, 2006; Dabrowska & 

Pisula, 2010）。Webster等人（2008）以親職壓力量表（Parental Stress Index）測定 ND兒

童主要照顧者與 SD 兒童主要照顧者，在親職壓力主觀感受上的差異，發現 40%的 SD

兒童主要照顧者，親職壓力量表分數高於常模的 85%，顯著地高於 ND兒童主要照顧者

的狀況。顯示養育 SD兒童的主要照顧者承受了較大的親職壓力。與此同時，SD兒童的

主要照顧者在生活適應與壓力調適上，也呈現更多適應不良的狀況（Estes et al., 2009; 

Estes et al., 2013）。 

然而，養育各種不同特教需求的兒童，主要照顧者承受的壓力也不盡相同（Blacher 

& McIntyre, 2006; Dabrowska & Pisula, 2010; Estes et al., 2009）。其中，又以養育具有自

閉症發展疾患兒童的主要照顧者，所承受的壓力更為巨大，Hayes 和Waltson（2013）進

行後設分析研究（Meta-analysis research），發現養育 ASD兒童的主要照顧者與養育以及

其他諸如唐氏症、智能不足、肢體障礙、其他發展遲緩幼兒的主要照顧者相比，跨文化

的普遍承受更為龐大的親職壓力、更差的主觀生活品質，且更常出現焦慮與憂鬱相關的

壓力反應（Hayes & Watson, 2013）。特別的是，養育 ASD兒童，也對伴侶關係產生特殊

的挑戰。相比於 ND兒童的主要照顧者及其他發展遲緩幼兒的主要照顧者，ASD 主要照

顧者關係更為緊張，伴侶之間的主觀滿意度更低，彼此之間需要更有技巧、更為緊密的

支持，才能維持穩定的伴侶關係（Brobst et al., 2009; Sim et al., 2016）。而且，ASD 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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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者所承受的壓力，不會因為兒童逐漸成長而減少，意即，ASD 主要照顧者的親職壓

力，穩定長期地處於較高的狀態（Alliket al., 2006; Estes et al., 2013）。此種長期的高壓力

暴露，對 ASD 主要照顧者而言也會影響其下視丘─垂體─腎上腺軸（HPA Axis）的表

現，使得 ASD 主要照顧者承受較高的心血管、免疫、與壓力相關疾病的風險（Saxbe et 

al., 2017）。 

因此，針對養育 ASD 幼兒的主要照顧者，實施積極的心理介入，在個人心理上

（Chiang, 2014; Lunsky et al., 2017）、伴侶與社會關係上（Bluth et al., 2013; Brobst et al., 

2009; Garcia-Lopez et al., 2016; Sim et al., 2016）、與壓力相關的生理健康上（Allik et al., 

2006）、親職效能上（Lau et al., 2016; McIntyre, 2013）均具有重要正向意義。 

儘管上述研究顯示養育 ASD 的主要照顧者承受龐大且多元面向的壓力，然而，目

前針對 ASD 主要照顧者所設計的團體治療程序，大多將主要的治療目標放在訓練 ASD

子女或教導主要照顧者如何有效地教育 ASD子女。例如，「Joint Attention, Symbolic Play, 

Engagement, and Regulation」的 JASPER治療模式（Kasari, 2006），以及「Improving Parents 

as Communication Teachers」的 ImPACT父母訓練計畫，均強調在自然情境下，根據 ASD

子女出現的有限行為表現，選擇適當的介入策略，透過與主要照顧者互動，擴展並增進

子女社會溝通技巧。可增進的核心能力包含：社交主動性（social engagement）、語言能

力（language）、社會模仿（social imitation）、遊戲（play）等能力。期待透過課程練習，

讓主要照顧者成為子女的治療師，一起陪伴 ASD子女走過漫長的療育旅程。 

事實上，這些教育方案與訓練計畫，背後多數存在著「只要正確妥善地傳遞 ASD子

女的教養知識，其他諸如主要照顧者的心理壓力、伴侶關係、生理健康等等，通通都會

隨之改善」這個隱而未說的基本假設。而這個假設的背後，更是預設了主要照顧者都能

透過知識上的訓練「成為子女的治療師」。但是，要想成為一個有效能的「治療師」，除

了擁有相關的知識以外，治療師自身擁有穩定的情緒，能妥善因應自身的壓力，也都是

其中的關鍵。此類專注於給予主要照顧者養育知識的療程，顯然並非為此設計。 

    與此相反，基於上述對於 ASD 主要照顧者壓力的研究分析，可以理解 ASD子女主

要照顧者的壓力擁有許多面向，往往不是單純提升對 ASD 子女的養育知識或單純協助

主要照顧者接受現況、承諾改變，便能將 ASD 主要照顧者所面對的問題通通解決的。

因此，本研究提出一個整合性的團體治療方案，整合：1.對於 ASD子女心理與發展特殊

性的理解；2.主要照顧者對於家有特殊需求子女的自我接納；3.透過團體動力，構成支持

體系，協助主要照顧者因應與調適相應的親職壓力，並且進一步以此為出發，重新整合

既有的伴侶與家庭系統等面向，使每一個面向都能指向促進與恢復參與團體家長的系統

性動力，故而能整合地、從多面向協助養育 ASD 主要照顧者改善其生理心理適應。 

 
三、離根理性對心理治療的影響及天人合一動態系統觀之可能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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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本研究的心理治療主軸，首先從心理治療的對象與意義即有所不同。傳統針對自

閉症兒童症狀改善的家長團體，專注於教導家長如何詮釋與教養自閉症兒童，因此整體

的治療目標是：使自閉症兒童逐漸減少不適切的行為，並以適切的行為取代。另一方面，

應用整體系統觀發展的親職團體，更進一步將整體的治療目標設定為：藉由輔助家長正

向重建與自閉症幼兒的關係，來重新詮釋育兒的意義，並以系統觀協助家長，重新檢視

整個伴侶與家庭人際系統如何受到養育自閉症兒童的獨特挑戰影響，並引導家長重塑整

體系統動力，將整體系統的動能引導回家長身上。因此，在治療的對象上，傳統親職團

體，將治療對象視為家長個人或自閉症兒童的不適切行為，應用整體系統觀發展的親職

團體之治療對象，毋寧說是整體系統本身。而在具體執行與治療技巧上，傳統親職團體

大量應用行為主義促使家長習得以行為分析為基礎的行為改變技術；而在應用整體系統

觀發展的親職團體中，則廣泛應用關係重建、想像技巧、接觸情緒、引導評估系統動能

等多元且更重視感性與體驗的技巧。 

 

四、 研究目的 

 

本研究目的為應用整體系統觀發展親職團體：以系統觀重新定義自閉症治療的目標

與治療方案，並以先驅實徵資料檢驗治療效果。 

本研究思考轉換自閉症兒童的治療目標，將原本僅以自閉症兒童症狀治療為主的目

標導向，重新以家族系統觀進行重整，本研究認為應該以整體家庭系統為單元，以協助

主要照顧者重新詮釋孩子所面臨的特殊挑戰為主軸，重新理解孩子的特殊教育需求對整

體家庭系統動力的影響，並且以團體治療歷程協助主要照顧者重建整體家庭系統的支持

能量，藉此達成整體系統性的修復，最終協助主要照顧者達成整體心理健康的提升。 

依據相關文獻分析與研究目的提出本研究的相關文獻、研究設計與實施過程。分述

如下： 

 

（一）研究設計 

本研究設計二梯次，每梯次為期三個月，10節次的團體心理治療方案。本研究的目

的在於： 

1. 探討以「以理解、接受與重新詮釋既定幼兒現狀輔以伴侶與家庭系統的再整合

為主軸的團體療癒歷程」的自閉症親職團體療癒成效。 

2. 由此先驅研究中進一步發展與完善心理治療方案。 

3. 本研究比對既有臨床心理治療方案，與接受此方案的研究參與者在（1）憂鬱程

度；（2）焦慮程度；（3）親職壓力；（4）一般身心健康狀況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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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假設 

本研究假設參與本方案之親職團體的研究參與者，在參與團體後，對比於既有臨床

方案，整體而言在（1）憂鬱程度；（2）焦慮程度；（3）親職壓力；（4）一般身心健康狀

況等四大層面上，均有正向的改善。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收案條件、招募方法及數目如下述： 

1. 收案標準及招募研究參與者 

（1）自民國 109 年 3月 2日起，至民國 110 年 3月 1日止，針對 5至 7歲，於

醫院精神科、身心科等相關科部確診或疑似診斷為自閉症光譜疾患子女之

主要照顧者。 

（2）主要照顧者年齡≧20歲並≦70歲，不分性別之自閉症光譜疾患子女之主要

照顧者。 

（3）收案人數：共 28 人，隨機分派實驗組一組，共 14 人；控制組一組，共 14

人。 

2. 排除條件（exclusion criteria） 

（1）參與對象患有精神疾患診斷或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者 

（2）無法同意或配合研究進行者。 

 

（四）研究步驟與進行方式 

    本研究共執行二梯次團體方案，每梯次為期三個月，包含 10 節次的團體心理治療

方案，固定每周一次，一次 1節，約 50分鐘，執行步驟如下： 

1. 本研究邀請經由醫院兒童精神科、身心科或相關科部門診，確診或疑似診斷為

自閉症光譜疾患（ASD）兒童與青少年之主要照顧者，接受為期三個月，10節

次的親職團體方案。在團體方案執行前及團體方案結束後，分別請研究參與者

填寫分別請主要照顧者填寫：貝克焦慮量表、貝克憂鬱量表、華人健康量表、

家庭功能量表、親職壓力量表。以蒐集主要照顧者在各項指標上的前後測表現，

並以之與等待隊列控制組的得分進行比較，以表徵團體治療的效能。 

2. 收案對象為自民國 106 年，至合作醫院兒童精神科門診看診後，研究執行時（民

國 109 年）為 5-7歲，確診或疑似自閉症光譜疾患幼兒與兒童之主要照顧者，

由上述收案對象中，徵求有意願進行親職團體治療之主要照顧者（介於 20 歲

至 70 歲之間，共 48 人），由研究人員依亂數表抽取、研究參與者無法自行選

擇組別之原則將研究參與者隨機分派至治療組與等候隊列控制組中，輪流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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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期 10週的團體治療。 
3. 分別於在實驗組及對照組執行團體方案前後，蒐集貝克焦慮量表、貝克憂鬱量

表、華人健康量表、家庭功能量表、親職壓力量表，並以基本資料問卷紀錄個

案的基本資料，包括年齡、性別、家庭背景等相關受試者變項，作為檢驗團體

療效的實徵資料。 
4. 本研究結束後，針對團體參與者進行 debriefing，同時保證研究資料不可外洩。 
5. 為考量參與研究者隱私，本研究並不使用兒童與青少年作為對象，主要照顧者

年齡則均為成年人，且研究所蒐集之資料均需妥善保管並負保密責任，且不可

用於本研究之外任何用途。 
6. 本團體方案課程表如表 1。 

 

表 1  

親職團體課程表 

次數 
既有以 ImPact 為基礎

的課程（控制組） 
本研究課程（實驗組） 實驗組設計意圖 

一 1. 建立團體治療關係 

2. 了解治療架構 

 

1. 建立關係 

2. 了解治療架構 

1. 建立團體動力與投契

（raport）關係 

 

二 1. 建立團體治療關係

與團體動力 

2. 自閉症光譜疾患症

狀與相關心理病理

學知識 

3. 討論家中環境擺設

如何促進互動 

1. 建立團體規範 

2. 評估 ASD兒童在

ASD症狀表現上的

受損嚴重程度與個別

性質上的差異 

3. 協助家長了解如何由

例行性互動中理解與

教導孩子 

1. 藉由團體成員彼此互

動，促進團體動力成

形 

2. 評估與了解不同成員

家中 ASD孩子的狀

況 

三 1. 協助家長了解為何

需要不同介入技巧 

2. 教導介入技巧以增

進孩子互動 能 力

（如模仿） 

3. 教導家長如何調整

說話方式增進語言

使用 

 

1. 持續評估 ASD兒童個

別差異 

2. 評估 ASD孩童受損情

況與家庭環境如何互

動 

3. 協助家長辨識潛藏在

家庭動力底下的否認

情緒 

1. 評估與了解 ASD孩

子的狀況 

2. 了解 ASD孩子與整

體環境如何交互影

響，形成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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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 教導如何增進語言

接受和表達能力 

2. 教導如何運用提示

技巧增加語言自發

性 

1. 評估 ASD 孩童受損情

況 

2. 與家庭環境之互動如

何形成對家長之獨特

壓力 

3. 協助家長辨識此一壓

力所帶來的衝擊 

1. 評估與了解 ASD孩

子家庭與環境互動所

形成的壓力循環機制 

五 1. 教導如何增進社會

模仿和遊戲技巧 

2. 教導父母如何運用

提示技巧增加相關

能力自發性 

1. 開始引導家長接觸阻

絕的自我感受 

2. 藉由協助家長重新審

視孩子對他的意義及

情感／心靈聯結，協助

家長重新定義與重拾

對孩子的正向感情 

1. 引導家長完整經驗  

自己在接納孩子是特

殊兒童時所感受到的

壓力與情緒 

六 1. 教導孩子情緒背後

原因 

2. 教導如何處理孩子

情緒問題 

1. 藉由重新定義與重拾

對孩子的正向感情，協

助家長整合想法、情緒

與行為，重新建構對孩

子的教養目標 

2. 練習自主建構養育具

有特教需求對家長的

意義 

1. 引導家長與孩子的正

向情感連結，整合自

己的想法、情緒與行

為，以促進家長建構

關係中的自性。 

七 1. 教導家長如何使用

互動和直接介入技

巧增進社會溝通 

2. 教導父母何時使用

不同種類的技巧 

1. 持 續引導 家長練習    

整合不同的情感 

2. 逐漸由對自我經驗的

整合，擴展到自我與孩

子的互動（教養經驗） 

1. 延續上次，持續引導

家長整合自己的想

法、情緒與行為，以

促進家長建構並體驗

自性不依情境所動的

特性。 

2. 以一致、不依情境所

動的自性作為歸向，

整合與重新詮釋教養

經驗。 



 

118 
 

八 1. 協助解決如廁訓練

和飲食問題 

2. 教導如何安排早療

和轉銜問題 

3. 教導處理家庭成員

對特殊兒不同步調

問題 

1. 持續深化自我與孩子

的正向互動，並由此

逐漸開始促使家長反

思之前教養中所遭遇

的阻礙，及其中的意

義 

1. 延續上次課程，以一

致、不依情境所動的

自性作為歸向，整合

與重新詮釋教養經

驗。 

九 1. 增加對教育轉銜和

不同學習環境適應

問題的討論 

2. 如何利用手足或家

長成員促進人際互

動技能 

1. 藉由團體動力，反思

整體家庭系統對於養

育者－孩子之影響 

2. 協助家長建立新的家

庭系統動力循環 

1. 建立新的家長－孩子

的家庭互動循環 

十 1. 如何善用 ASD固

執性或儀式化行為 

2. 如何增加 ASD技

巧類化能力 

1. 引導家長自我充能並

建立自我引導標準，

以在日後設置引導自

我的原則 

1. 促進家長以跨越情

境，具有一致性的

「自性」，作為自我

評估家庭互動循環的

標準 

 

（五）依變項測量及評估工具 

1. 本研究採用「貝氏憂鬱量表─第二版」（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 II, BDI-II ），

測量研究參與者憂鬱程度。共有 21 組題目，每組包括 4 個句子，依憂鬱的特

定症狀之嚴重程度排列，適用年齡為 13-80歲，用以評估受測者的憂鬱程度作

為診斷及處置參考。量表要求受測者至少應有小學 5-6 年級以上的閱讀能力。

填表時間約為 10 分鐘，在兒少及成人精神醫學研究中，是經常被使用的診斷

工具。 

2. 本研究採用「貝氏焦慮量表」（Beck Anxiety Inventory, BAI），測量研究參與者

焦慮程度。本量表藉由研究參與者自我陳述的方式測量焦慮的嚴重程度。共 21

個項目描述焦慮症狀，並用「完全沒有困擾」、「輕度困擾」、「中度困擾」、「重

度困擾」分別計 0、1、2、3分，再依量表總分的範圍來解釋研究參與者自我陳

述的焦慮強度。適用年齡為 17歲以上。內部一致性信度（Cronbach's α值）為 

0.85-0.93；重測信度（時距為 1週）為 0.75。 

3. 本研究採用「華人健康量表」（CHQ-12），測量研究參與者一般身心健康狀況。

本問卷由鄭泰安與 Williams （1986），以 Goldberg 一般健康量表（General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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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naire, GHQ）為基礎，參照本國文化修正題項與翻譯，應用於三組不同

樣本後，再經由多次區辨功能分析（discriminant function analysis）篩檢出 12 題

適當的問題，組成適用於本國文化的精簡版本（Cheng & Williams, 1986）。本

量表為 Likert 氏自陳四點量表，總計 12 題，共有 2 題反向計分題。計分時，

每一題項中，「一點也不」、「和平時差不多」兩選項均計為 0分；「比平時較覺

得」或「比平時更覺得」，計為 1分，故計分最高為 12分。得分愈高表示心理

健康程度愈糟（Goldberg, 1972; Goldberg & Williams, 1988）。總分反映由三個

因素（身體症狀、焦慮／擔憂、憂鬱／家庭關係不良）構成的一般心理健康程

度，較為寬鬆的健康與不健康之切截分數為 5分（Chong & Wilkinson, 1989）。

在建構效度上，本問卷題目以因素分析的方式可將之分為三個因素：身體症狀

（somaticsymptoms）、焦慮／擔憂（anxiety and worrying）、憂鬱／家庭關係不

良（depression/ poor family relation）包含了從身體狀況、心理狀況、及重要人

際關係的心理健康向度，符合本問卷初始的設計構念；在信度上，本問卷內部

一致性 Cronbach's α係數為 0.79，具有良好的信度（Cheng et al., 1990）。 

4. 本研究採用「親職壓力量表」（PSI/SF），測量研究參與者親職壓力程度，共 36

題，以五點量尺計分，所得分數對照百分等級常模可得三個分量表與總量表之

百分等級，了解研究參與者的親職壓力分布狀況。分為父母困擾、親子失功能

互動、困難兒童三個分量表。各分量表之內部一致性介於 0.86-0.91 之間，總量

表達到 0.95。 

5. 本研究採用「家庭功能量表」（Family APGAR）共 5 題，以 3點量尺計分，了

解研究參與者的家庭功能與支持狀況（Smilkstein et al., 1982）。中文版 Family 

APGAR已經驗證具有良好的信效度（Chau et al., 1991）。計分方式：「很少」計

為 0分；「有時候」是 1分；「經常」計為 2分。5 題共 10分。本量表以 5 題

項分別表徵家庭適應度、家庭合作度、家庭成長度、家庭情感度、家庭融洽感。

5 題最高可能得分為 10分，若總分 7至 10分：表示家庭功能無障礙；總分 4

至 6分：表示中度家庭功能障礙；總分 0至 3分：表示有重度家庭功能不足。 

 
五、研究結果與討論 

 

受試者變項結果：參與研究的家長在學歷，社經地位與家長年齡及幼兒年齡上無顯

著差異，但在性別上，僅有年齡上無顯著差異，但在性別上，28 位參與者中僅有 1 位為

男性，在家庭角色中，2 位為奶奶與外婆，1 位父親，其餘 24 位均為母親。顯示至少在

參與自閉症兒童治療方面，仍以女性為主要角色，且以母親佔多數。另外，值得注意的

是，本次研究參與者在婚姻狀態中，有 6 位離異，1 位未婚，4 位兩地分居。此種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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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態的婚姻關係，除了社會本身對婚姻與家庭的改變以外，亦可能與養育自閉症兒童對

伴侶關係造成的壓力相關。 

本研究使用自填量表在團體進行前、後皆：1. 以 BDI量表測量參與者憂鬱程度；2. 

以 BAI量表測量焦慮程度；3.以親職壓力量表測量親職壓力；4.以華人健康量表測量一

般身心健康狀況；5.以家庭功能量表測量家庭功能，以檢驗團體療效的實徵效果。首先

以混合模式雙因子變異數分析，分析全域（over-all）效應，若雙因子變異數分析顯示雙

因子交互作用顯著，則進一步以獨立樣本或重複量數 t檢定分析單純主要效果。 
依變項結果：經過新型態的團體治療後，在 BDI上，兩組均呈現低憂鬱分數，故兩

組無顯著差異（兩因子交互作用不顯著 F(1, 26)=0.18，α=.675>.05，partialη2=.01<.06）； 

研究參與者在 BAI（兩因子交互作用顯著 F(1, 26)=5.40，α=.03<.05，partialη2=.17>.14；

單純主要效果當組別固定為實驗組時，tdf=13=1.62，α=.13<.05）與華人健康量表上（兩因

子交互作用顯著 F(1, 26)=6.80，α=.02<.05，partialη2=.207>.14；當組別固定為實驗組時，

單純主要效果 tdf=13=4.36，α<.01）均顯著優於傳統核心反應訓練組。 

但在反映親職壓力的親職壓力量表（兩因子交互作用不顯著 F(1, 26)=2.05，α=0.17>.05，

partialη2=.07<.138）與反映客觀家庭功能的家庭功能量表上（兩因子交互作用不顯著 F(1, 

26)=.55，α=.46>.05，partialη2=.02<.06），兩組無顯著差異。 

結果顯示，新型態的團體心理治療雖然無法直接改善持續存在的親職壓力以及客觀

的家庭功能，但卻能透過協助參與者減輕上述客觀壓力伴隨而生的焦慮，從而提升研究

參與者的整體健康程度。 

 總和而言，本研究邀請養育自閉症兒童的家長，組成家長團體，根據上述取徑引入

整體系統觀，安排一個系統的整體性團體治療方案，構成以理解、接受與重新詮釋既定

幼兒現狀輔以伴侶與家庭系統的再整合為主軸的團體療癒歷程協助參與家長，以整體的

系統性動力作為協助家長面對養育自閉症兒童獨特挑戰的力量，將傳統臨床針對自閉症

症狀的治療目標重新導向成為以整體家庭系統為治療目標，重新形塑家長所處的系統趨

勢，以協助家長及其家庭共同協作，繼而減輕家長焦慮、憂慮與親職壓力，最終提升家

長一般健康程度。 

 研究結果除了反映憂鬱狀態的 BDI 結果，由於兩組研究參與者均顯示為低憂鬱狀

態，因此無顯著差異外，其餘均符合研究假設，顯示此種將治療目標重新導向至整體系

統的心理治療能有效改善養育自閉症家長的焦慮、親職壓力以及整體心理健康程度。 

 本先驅性實徵研究結果顯示，此種應用整體系統觀發展的親職團體，不但在心理治

療的目標、心理治療的對象、心理治療的具體技巧上均有所拓展，且透過先驅實徵研究

顯示，此種心理治療的整體效果，能夠有效地透過與傳統親職教育團體相異的路徑，以

不同的方式協助養育自閉症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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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討論 

 

上述實徵研究的成功，實際上正是根源於對人的主體觀不同的想像。此種對人的理

解，實際上是將人視為人與環境彼此交互的互動系統中的重要分子，反映在儒道文化系

統中即是「天人合一」的概念。對心理治療的意義在於：突破原先僅以個人為侷限的心

理治療目標，將所有的心理治療均為系統中的「高層調控」，意即使用系統中較為高階組

成元素獨有的行為方式，調控整體的系統結果。例如，如果把客機中的機長與機組成員

視為整台客機系統的高階組成元素，則唯有此種高階組成元素能夠靈活地應對各種突發、

難以事前預期的飛行狀況，此時，系統中的低階組成元素，例如自動駕駛儀、液壓系統、

電機系統等等組成元素，均由高階組成元素（機長）導引其共同運作的方向。而在人類

心理上面，人類在面對自身獨特的環境與個人史時，作為高階引導組成元素的，即為個

人的意向（intentionality）。 

然而有了這樣的高階調控形式，是否就可以完美地描述人類心靈呢？事實上，系統

的低階組成元素仍然具有關鍵且不可或缺的存在意義。在系統組成元素缺乏冗餘，或故

障、缺失時，高層調控的效益是具有侷限性及情境特定性的。譬如經驗再豐富的機長，

也難在低空反應時間極短的情況下，挽救失去所有引擎的飛機於毀滅。而此時，低階系

統元素完整性的保障，則有賴於飛行工程師的專業知識與平時制度完善的保養體制。 

因此可以說，低階組成元素提供整體系統的基礎，當低階組成元素具有缺陷時，高

階調控策略須隨之改變。而高階調控則是根據低階組成元素作為基礎，發揮引領整體系

統表現或系統趨向的功能。 

唯有以此動態的系統觀點反思人性，意向的意義才能既不被過度低估，亦不被過度

強調其有效性地、中正地探討。如此，對應於整個心理治療整體，低階系統組成元素的

保養與修護即屬於生物學、基礎醫學、精神藥物學的範疇。另一方面，傳統意義上的個

別心理治療、家族治療則屬於高階調控的範疇。 

而本文所建議的應用整體系統觀發展的心理治療，應該是兩者俱不偏廢，將各種足

以影響個人最終心理現象的系統組成元素，加以統整理解，使得目前散亂、各自碎片化

的心理治療相關領域有所歸依、彼此整合，並以系論來貫穿理解個人「生物」─「心理」

─「社會」的整體系統性治療。 

此外，就心理治療的實際應用層面而言，當「系統」的定義得以擴張，則心理治療

的服務對象，將可能在以個人為目標的心理治療失效時，逐步隨系統的擴張，而重新定

義心理治療的服務對象，從個人到家族，從家族到學校，乃至於從學校到整個社會。 

 實際上，本文所提及的三項當代心理學的特點，西方文化系統中亦均有學者有所意

會並曾加以批判，例如，心理學中的詮釋現象學派，反對心理學的理性實證趨向，反思

「心理學碎片化」對心理治療的影響，因此特別強調心理學家反映案主個人的現象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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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性。然而，過度地強調個人現象場的完整性，卻落入七十億人口就必須有七十億種

心理學的困境； 

另外，在探討人與社會的關係時，以 Parsons 結構功能論為起始的 Luhmann（1995）

社會系統論甚至直接將「人」視為「社會系統」的背景，並強調「社會系統」的自動性

與自續性（autopoesis），因此被學者稱為「後人類世代」的社會學理論（Lovasz, 2018），

可以說是把「去個人化」的離根主義傳統推進到了極致。Lohmann 的社會學理論有其獨

特的背景脈絡，在社會學中擁有非常重要的角色。然而，社會學的研究對象本身就是把

人類「社會」當成研究對象，心理學的研究對象卻是「人自身」（Human, myself），因此，

不能像研究其他自然物品或人造物那樣，將人自身從人的身上切割開來。畢竟，看著河

中倒影，卻誤認為河中的水仙是自己的身影，是無法真正地理解人性的；而 Emmanuel 

Levinas 的他者哲學（引自賴俊雄，2014）更是旗幟鮮明地批判當代存在主義如果走入極

端，「在我之外，只是一片黑暗的虛無」。認為過度地強調以「我」為中心的西方文化系

統，具有走向虛無化的危機； 

 另一方面，Taylor 以知識型的區分為主軸，討論「去意向化」對心理治療的影響，

Taylor 在其哲學體系中，將人類認識世界的趨向區分為「自然主義的知識論」與「以理

解為目的的知識論」（Taylor, 1989, 2001）。並且認為兩種知識論各有其適用的範圍，不

能混用。然而，Taylor 在提出解決之道時，可惜並未能明確地提出一個有效替代離根理

性的本體論。 

事實上，此種本體論本身即存在於我們自己的文化底層，從儒釋道文化系統中即可

淵遠流長地看到它的肇興與演進。缺少了此種完全不一樣的本體論，雖然西方學者也能

各自從不同角度上發現己身文化系統的缺憾，但卻無法統整一貫地理解這三個特點其實

是由同一個對人的獨特理解所發展出來的文化現象。 

 面對文化系統，必須根據多來源的文化系統作為學思泉源，以獨立的批判思考整理

與開創文化系統。這是由於每個不同的文化系統都在其歷史發展的脈絡下，塑造了身處

該文化系統之下，個人如何追求個人和集體福祉的方式（Joshanloo et al., 2021），因此每

種文化都反映了在特定時空背景下，人們追求福祉的特定面向，這許多的面向就如同「瞎

子摸象」般地，各自都有獨到之處，但也各自有所限制與偏頗。 

因此，最終本文希望與讀者討論，在當今全球化的趨勢以及全球化所帶來的異文化

體系衝突與競合中，不同文化系統彼此緊密接觸衝撞的頻率史無前例地升高，文化系統

間的衝突對立亦愈加頻繁的情況下，文化系統彼此接觸時，除了彼此衝擊對立，是否還

有另外的可行之路，能讓彼此迥異的文化系統兼容並蓄，共同創造嶄新的巔峰？ 

本文以為，真正能夠引導各個文化系統彼此尊重，彼此對話的立場應為：首先必須

深刻理解不同的文化系統各自應對獨特歷史、地理、人文環境的特殊脈絡，而具有獨特

發展軌跡，也因此，不同的文化系統，實際上就有如「瞎子摸象」故事裡的瞎子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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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異文化系統發展出來的人觀、世界觀就僅僅是「瞎子所摸到的象的一小部分」而已。

而且這裡需要特別留意，所謂的瞎子，並不僅指與己身文化系統相異的文化系統是如此，

屬於我們自己的文化系統亦是其中一名瞎子。 

有此反躬自省的觀照為基礎，於是，世界的樣貌，便不用執著於既有文化的觀點而

彼此衝突，而實有賴於以不同文化系統對於彼此的內涵、發展脈絡、獨特人觀與世界觀

的具有涵容性的理解作為基礎，進行超越各個文化系統的超越性的想像與推理創見彼此

對話融合，各自往前發展，才有可能攜手並進，從而窺見人之所以為人，以及我們所共

同生活的世界之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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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sengaged reasoning" is the "hardcore" of the modern western cultural system. The 

contemporary challenges of western cultural systems are also related to this hardcore.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aylor's conception of " Disengaged reasoning "and analyzes the rise and 

challenges of rationalism and modernization in the Western cultural system. Western 

philosophy tented to misplace its ontology with procedure justice to the overextension of 

disengaged reasoning. As this article suggested, misplaces on ontology may cause psychology's 

fragmentation, deindividualization, and dis-intentionality.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all these 

challenges could be solved by reviewing the misplaced ontology benea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estern cultural system. Different cultural systems can always learn from each other, even 

if each appears dissimilar. This article suggests that modern psychology might be able to learn 

from the idea of the Confucianism-Buddhism-Taoism cultural system, which emphasiz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humans and their environment. The Confucianism-Buddhism-Taoism 

cultural system considers humans and their environment as a dynamic system and emphasizes 

this as a dynamic entity.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is point of view on humanity could be the 

solution to the challenges above. To examine the efficiency and possibility of this idea, this 

article also provides a pioneer empirical study of psychological group therapy for the parents 

of ASD children. As a result, the pioneer study suggests a different path to psychological 

treatment. Further, I discuss an integration point of view to treat the impact and conflicts 

between different cultural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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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功念恩的智慧與行動：佛化修養心理學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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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觀功念恩（Observing-Mertis-&-Appreaciting-Kindness，OMAK）是指日常生活中與人

互動時，刻意練習看見別人的優點與功德，進而感恩別人對自己的恩惠，此理念與方

法是由福智團體創辦人釋日常老和尚融通《菩提道次第廣論》內容而來，以極其淺顯

的理念與方法作為佛弟子日常生活實踐善行的方針。本文在過去研究的基礎上，首

先，依自我曼陀羅模型解析觀功念恩在心靈向上提升的關鍵智慧與行動；其次，透由

正向心理學文獻探討與對話，顯現觀功念恩能貫通前後兩波正向心理學內涵，具有感

恩與正向情緒擴建的內涵，也兼具逆境成長理念與方法，可做為開展華人本土正向心

理學的可能性；最後，研究者初擬後續研究方向，期能逐步建立匯通佛法觀點的修養

心理學模型，做為後續系統性研究與實務應用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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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堪稱當代正向心理學之父的 Martin Seligman，於 1998 年擔任美國心理學會會長的

致詞中，籲請心理學界致力推動研究焦點的轉向，也就是不再侷限於疾病模式，轉而能

以更積極的態度，有系統地開展人類心理健康的研究，多關注人性的良善光明面，以及

心理健康的促進。當天的演講獲得滿堂采，事後也吸引了許多心理學家熱情投入正向心

理學的研究，顯見正向心理學適時反映了時代精神（Keyes & Haidt, 2003; Seligman & 

Csikszentmihalyi, 2000）。 

持續蓬勃發展中的正向心理學，不僅有許多專書出版，每年都有國際性的正向心理

學研討會，也創辦了專屬期刊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Coetzee & Viviers, 2007; 

Seligman et al., 2005）。然而，近年正向心理學也引發了新的辯證，例如，Lomas和 Ivtzan

（2016）就批評第一波正向心理學忽略了過去負向心理特質研究的貢獻，因而倡議發展

第二波正向心理學（Second Wave Positive Psychology, SWPP）。一群學者有志一同地認

為，僅僅關注正向心理特質，會有其侷限性，容易走向過度樂觀、過度正向的矛盾與偏

頗，因為正向與負向心理特質之間具有辯證性，負向心理特質可能存在著正向的意義與

價值，正向心理特質也可能引發負向的行為結果，因此，採用第二波觀點才能更貼切地

探究正負向心理特質的複雜、動態、 非線性、辯證發展歷程（Lazarus, 2003; Lomas & 

Ivtzan, 2016）。華人學者 Wong（2017）除支持第二波正向心理學的歷程性與辯證性觀點，

更主張連結人本主義基礎，並以意義中心取向（meaning-centered approach）為方針，因

為所有心理特質的研究都可以找到個體追尋意義（meaning-seeking）與創造意義

（meaning-making）的心理驅力。 

黃光國（2010）痛陳，由於當前華人大專院校中的社會科學教育已經被西方的社會

科學徹底殖民化，很多人只知道西方心理學界最近流行的正向心理學，卻不知道華人文

化傳統中也有極其豐富的文化資源，可以用來發展正向心理學。緣此，黃教授特別撰述

《反求諸己：現代社會中的修養》一書，並呼籲「華人的正向心理學其實就是修養心理

學」。徐欣萍（2017）則從本土化的角度指出，西方的正向心理學缺乏華人文化視域，盲

目推展可能帶來陷阱與困境，並主張適用於華人文化的正向心理學應該融入修養、關係

及行動的要素。這些反思性觀點正可支持華人文化中的辯證思維（dialectical thinking）

特性，如同太極一般，黑中有白、白中有黑，又如《老子》所言：「禍兮福之所倚，福兮

禍之所伏」，展現在華人的待人處世上，就是注重動態過程以及同步關切與兼顧事物正

反多元面向的傾向 （劉淑慧等，2017） 。 

值得注意的是，含括「顯而易見之恩」、「觀察可見之恩」以及「逆境可見之恩」的

觀功念恩，除了呼應第一波正向心理學外，也可作為開展華人第二波正向心理學的試金

石。觀功念恩是指日常生活中與人互動時，刻意練習看見別人的優點與功德，進而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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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人對自己的恩惠，此理念與方法是由福智團體創辦人日常老和尚融通《菩提道次第廣

論》（宗喀巴，1988）內容而來，以極其淺顯的理念與方法作為佛弟子日常生活實踐善行

的方針。在日常老和尚諄諄教誨下，臺灣目前有數萬名的福智團體學員長期地學習、練

習並推廣觀功念恩。此外，福智文教基金會長年在世界各地舉辦教師營、企業營以及大

專營，在營隊課程中介紹觀功念恩的理念與方法，並有許多實踐觀功念恩的生命故事分

享，因此，每年有近萬人學習到觀功念恩，也在日後的生活中練習觀功念恩。多年來，

已有數篇研究顯示觀功念恩有很好的成效，然而這些論文都以學位論文為主，學術嚴謹

性略嫌不足，也缺少理論建構的企圖與成果。 

本文擬在林川田、鍾昆原（2016）研究的基礎上，首先，依自我曼陀羅模型（Hwang，

2011）解析觀功念恩在心靈向上提升的關鍵智慧與行動；其次，透由正向心理學文獻探

討與對話，顯現觀功念恩能貫通前後兩波正向心理學內涵，也可作為開展華人本土正向

心理學的可能性；最後，研究者初擬後續研究方向，期能逐步建立匯通佛法觀點的修養

心理學模型，作為後續系統性研究與實務應用的根基。 

貳、文獻探討 

    如前所述，本論文擬在前人基礎上，嘗試逐步建立匯通佛法觀點的修養心理學模

型。首先將探討觀功念恩理念與方法及其相關研究，其次以自我曼陀羅模型及華人修

養心理學觀點解析觀功念恩的智慧與行動，最後嘗試與西方正向心理學的感恩、正向

情緒擴建理論以及創傷後成長理論進行對話。 

一、觀功念恩（Observing-Merits-&-Appreciating-Kindness, OMAK） 

（一）觀功念恩的源起 

「觀功念恩」這個概念是釋日常老和尚融會貫通《菩提道次第廣論》（宗喀巴，1988）

之內容加以宣揚，自 1992 年起在福智團體海內外的廣論研討班中推行，作為僧俗弟子

於日常生活中實踐佛法的下手處（福智文教基金會，2016）。知名的東亞儒學大師黃俊傑

教授（2017）如是定位日常老和尚：在東亞佛教史上，日常老和尚（1928 – 2004）是關

於教育問題講說最為深入，而且身體力行，付諸實施，畢生推展從幼稚園、小學、初中、

高中，到涵蓋社會各階層各行業之社會教育的一位現代高僧。老和尚的教育思想，雖然

在形式上是融貫漢藏，但其實質內涵則是會通儒佛，為近代教育的理論與實踐別開生面。 

林川田與鍾昆原（2016）以日常老和尚在《射藝中之禪導讀》、《佛法要義一》、《佛

法要義二》、《菩提道次第廣論淺釋》、《菩提道次第廣論舊版手抄稿》等出版著作中對觀

功念恩的闡釋為基礎，並參考日常老和尚弟子如願法師歷年來不斷修正編撰的師資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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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冊《生命教育師資培訓「觀功念恩」》進行觀功念恩理念與方法的彙整。底下先摘要介

紹「觀功念恩的理念與方法」，說明觀功念恩的基本概念；接著再介紹「觀功念恩相關研

究成果」作為本研究之啟發。 

（二）觀功念恩的理念與方法 

「觀功念恩」是指日常生活中與人互動時，刻意練習看見別人的優點與功德，進而

感恩別人對自己的恩惠。根據釋日常老和尚對觀功念恩的定義開示，「觀」就是觀察，

「功」就是功德、優點，「念」是感念，「恩」是恩惠，合起來即是：人各有所長，看到

別人的功德、優點，自然會生起珍惜對方、想要效學的心；因為生存須要依靠他人的協

助，所以要感念別人對自己的恩惠（紀淑萍，2002；吳清華，2010）。可見觀功念恩包含

兩個部分，一是欣賞別人功德，二是感恩別人對自己恩惠，其理念脫胎於「依師軌理」

中修信念恩的法門。 

「觀功」二字，溯其源，應當是《菩提道次第廣論・卷一》（宗喀巴，1988，32頁）

「依師軌理」所指出的一個依學上的助道法：「此復弟⼦於尊重所，應如何觀？如《⾦剛

⼿灌頂續》云：『秘密主，弟⼦於阿闍黎所應如何觀？如於佛薄伽梵，即應如是。其⼼若

如是，其善常⽣⾧，彼當速成佛，利⼀切世間。」諸⼤乘經亦說應起⼤師之想，毗奈耶

中亦有是說。此諸義者，謂若知是佛，則於佛不起尋求過⼼，起思德⼼。於尊重所，特

應棄捨⼀切尋察過⼼，修觀德⼼」。《菩提道次第廣論・卷二》（宗喀巴，1988，34頁）

亦載：「應就其功德思惟，莫觀過失」。可見，「觀功」本意是開示初學者如何轉換習氣心

念，讓自己可以依學、聞法。因為，當初學者面對依學的師長，往往在習性現前時便會

觀過（觀師之過）、念怨（因受責求），所以先以這「觀功念恩」來轉念，度過這個關卡，

安下心來繼續向道。《菩提道次第廣論・卷二》（宗喀巴，1988，34頁）「道前基礎」部

分則教導了「念恩」：「隨念恩者，⼗法經云：『於⾧夜中，馳騁⽣死尋覓我者……我被貪

等猛⽕燒燃，為作雲⾬⽽為熄滅。應如是想。』華嚴經說：『善財童⼦，如是隨念，痛哭

流涕……』應如此⽂，⽽正隨念」。因此，本來「觀功念恩」的對象是所要依學的師長，

其後在日常老和尚的闡釋中，特別推及一切人，成為一般大眾可在日常生活種種人際互

動中進行自我修養的方法，這正是老和尚的悲智引導，希望佛弟子在平日對境時都能精

勤練習觀功念恩，將來等到有機會親近師長時，自然能不起尋過心而起思德心，也唯有

在此條件下，才能學有所成（其善常⽣⾧，彼當速成佛，利⼀切世間）。 

在學習觀功念恩時，首先須要認識三種不同的人生觀：「觀過念怨」、「觀光念閒」、

「觀功念恩」。「觀過念怨」是指到處看別人過錯，而處處不滿、責怪他人。「觀光念閒」

是指光光冷眼旁觀，漠不關心別人。「觀功念恩」是指體察他人功德，心存感恩，或是欣

賞他人優點，心生歡喜。透由不同人生觀的對比，學習者可以反思自己想要的生命態度，

進而選擇實踐觀功念恩作為自我修養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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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功念恩的實踐對象可以分為：師長、父母、同行、眾人、仇人；依照不同程度感

恩又可分為「顯而易見之恩」、「觀察可見之恩」、「逆境可見之恩」。顯而易見的深恩，是

從對方的出發點來看，如：父母恩、師長恩。觀察可見之恩，是從互助的角度來看，如：

團體恩、朋友恩。逆境可見到之恩，是從生命成長的層面來看，如：面對生活或生命的

困境及不喜歡、討厭的人。綜合以上觀點，觀功念恩的實踐主體可說是一種與他人的互

動，例如對我們有巨大恩惠的父母、師長，我們要感恩；對於提供我們日常幫助的人，

我們須要感恩；甚至給我困難的人，我們更要感恩，累積突破困境的力量。 

依據歷年來不斷修正編撰的師資培訓手冊《生命教育師資培訓「觀功念恩」》，實踐

觀功念恩的方法可分為五總則與四別則。五總則旨在引導學習者建立正確的見解，重點

包括：修信為根本、認清心和境、角度要寬廣、串習要足夠、因正則果圓；四別則旨在

引導學習者找到相應的下手處，重點包括：找功德、學念恩、勤修隨喜、轉過患為功德。 

總則一、修信為根本 

修信可以守護增長一切功德，可以除掉我們內心的疑慮。晚上有修信念恩的習

慣，白天便具慧眼去觀察，養成這種習慣之後，才能遠一分過、增一分德，進入到

「道次第」裡去。 

總則二、認清心和境 

在實踐觀功念恩時，學習者須要練習覺察自己的起心動念；覺察是否看別人優點、

對別人學感恩。透由覺察以瞭解自己當下內心的狀態，是隨順自我習氣，還是真心要幫

助別人。因此，觀功念恩是一種起心動念的反觀。觀察自我反應是觀功念恩或觀過念怨；

觀察自我動機是隨順自我習氣流轉，或真的要幫助別人。 

總則三、角度要寬廣 

在實踐觀功念恩時，學習者須要練習擴展認知角度。代別人著想自我見解就會放鬆、

心情就會放寬。當我們聚焦於自己時，往往會陷入單一角度無法自拔。「一對境，你能夠

想一想別人，以更寬廣的角度去看。以後你處理事情，不但角度寬廣，能想到別人的方

法，同時也會想到儒家的仁，由『仁』想到佛法的智慧、慈悲，於是很多佛法的概念會

進來（釋日常，2002）」。 

總則四、串習要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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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觀功念恩須要在生活中一再練習與改善；再再練習後觀功念恩的信心就會增盛，

並透過不斷地在自己內心練習，漸次地改善。「務必在我們的周圍，不斷地練習，這樣的

話，你不管觸境逢緣，遇見了，我們就練習，儘量想辦法去看人家的功德。經過你不斷

的這樣努力、練習以後的話，漸漸這個心就增盛，這樣，這一點對我們是非常重要。……

修行本來就是這樣一件事情。本來就是我們拿著正確的方法，不斷地在內心當中去練習，

漸次地改善（釋日常，2004）。」 

總則五、因正則果圓 

實踐觀功念恩時必須以正確的認知為基礎，做出適切的行為反應，才會得到好的回

報。「我們人都有一個本性——趨向求快樂，而所以得不到快樂，是由於我們對事情的真

相不清楚。清楚的就是佛（智慧），不清楚的就是眾生（無明），由於智慧、無明這兩種

不同的認知指導我們，而產生正確、不正確的行為，正確的我們稱為善淨業，不正確的

我們稱為染污的業或惡業。這兩種不同的業感得的一個是苦的果報，一個是樂（淨）的

果報，而受果報同時馬上又種下新的因。所以一切苦樂的根本在『業』（釋日常，2002）。」 

別則一、找功德 

對給予自我困難的人要對這個人找優點。對於自己討厭的東西雖然有好處，可是看

見過失的心很強盛，自己都不願意接受；反過來，因為你看見他有很大的功德，所以他

很多的錯誤，你都不會看見。 

別則二、學念恩 

感恩父母親對孩子生養照顧很大恩惠。父母對孩子無微不至照顧，孩子要學習對

父母親生起恭敬、感恩的心，如此能得到不可思議的果報。念恩的角度有三：顯而易

見的深恩、觀察可見之恩、逆境可見之恩。 

別則三、勤修隨喜 

觀察到所有人優點，感到高興與想效學之心。社會完成一件事情需要很多人的努

力，要對完成這件事所有人、自我的付出表示肯定，修學佛法過程中最善巧、最有幫

助的就是隨喜一支。 

別則四、轉過患為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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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遭遇逆境時，可練習多看他人用心、從自心比他心、觀察整體功德、或者成就自

我學習等方面轉變心境。 

從實踐觀功念恩的總則與別則中，可歸納出作為自我修養方式的觀功念恩，其要素

包含「宗旨的建立」、「自我的覺察」、「認知的拓展」以及「行為的練習」。此要素正好與

自我曼陀羅模型的智慧與行動可相互呼應，容後再說明。 

（三）觀功念恩相關研究 

觀功念恩作為自我修養的本土實踐，不僅廣受歡迎，也逐漸受到學界重視。特別是

對於觀功念恩的成效，已累積相當的實徵成果。在引導國小學生練習觀功念恩上，紀淑

萍（2002）在國小實施觀功念恩教學之行動研究中發現，觀功念恩教學對學生利社會行

為和人際關係有所增能，並形成一種新的人生觀。在利社會行為上，學生樂於在生活中

主動做善行，在他人有急難時，主動伸出援手幫助別人；在人際關係上，不管是順境或

逆境中，學生在師生和同儕相處中較能代他人著想，角色取替能力有進步。黃美華（2010）

在小學的班級上推動觀功念恩等生命教育實驗，結果發現，因為觀功念恩的練習，學生

改善了人際關係，班級氣氛也變祥和，不僅男女同學和樂融融，也未再發現同學發生爭

吵或打架之事。邱苔玉（2014）在國小低年級實施觀功念恩品格教育之研究發現：在感

恩方面進步最多的是「常常能對他人表示感謝之意，常說謝謝」，學童從視家人付出為理

所當然，轉而為看見家人對我的付出，並生起感恩之心。在尊重方面進步最多的是「不

批評或嘲笑別人」。學童從不同角度檢視自己的心境，發現原來跟人結善緣，就像種下好

的種子，日後能長出好的果實。 

在教師以身作則實踐觀功念恩上，王玫櫻（2007）探討國小教師參加福智生命教育

工作坊後，教師個人與班級經營的轉變，研究發現教師們在推動觀功念恩活動後，同事、

家長及同學都會觀察教師本人有無觀功念恩，因此，教師會更加自我反省、將心比心，

更願意承擔別人不願意做的事，無形中讓師生教學相長，師生之間關係更為親密，和同

事之間更和諧，最受益的反而是教師自己。林吟蓮（2012）在進行品德教育行動教學中，

發現教師每日以身作則對學生觀功念恩，尤其是對那些安靜無聲、較少受到關注的孩子

觀功念恩，認真地尋找他們的優點，公開讚美他們；然後孩子透過不斷練習上台觀功念

恩，慢慢去發現家人、同學、老師的優點，整個教學環境的正向氣氛有高度的提升。 

另外，吳清華（2010）以國中男生籃球隊為對象，每週實施兩小時觀功念恩的體驗

或影片欣賞，持續十二週後發現：學生不僅在觀察功德與感恩上有進步，同時在訓練態

度與正向思考上也有提升。對家長較能體會父母親的辛勞，脾氣變好，也較常協助做家

事；對師長較能體會其用心；對隊友較能發現與感恩對方的優點，減少了抱怨，也有較

多相互勉勵與支持；在整體生活上較多正向情緒，遇到困難時也較容易做好情緒管理。 

上述以國中小學生為對象的觀功念恩研究普遍發現，實施觀功念恩課程能夠獲致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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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成效，但以大學生為對象的觀功念恩研究卻呈現分歧的結果。林照蘭（2011）在大

學通識國文課程中融入觀功念恩的分享活動，結果發現：學生對老師的課業要求能看到

背後的用心，也因為自己打理生活後，較能具體感受到父母的恩德，此外，遇到逆境時

較不會生氣，還能轉而正向思考。王妙純、羅文苑與王妙僅（2011）將觀功念恩融入大

學生生命教育之經驗發現：同學在學習「觀功念恩」之後，想法有了極大的轉變，通常

能以更正向的角度來回顧當時之事件，並更有包容力來對待父母與家人。其次，父母同

意在看完孩子學習觀功念恩課程後所寫的家書之後，明白了不要只看孩子的不好，要多

多回想他曾有的好表現；不要只在意孩子的不圓滿表現，要多感受他在這些事件上的努

力與用心、開始去理解孩子行為背後的原因或理由。有 97%的家長認為「觀功念恩」這

個觀念值得推廣、很適合融入學校課程內涵、課程也可以改善親子關係。然而陳志忠

（2016）以實驗法探討大學生接受觀功念恩課程的成效，卻發現施作觀功念恩組、施作

心情塗鴉作業組以及控制組在對父母觀功念恩程度、對師長觀功念恩程度、幸福感、與

知覺社會支持方面皆無顯著差異。 

 綜觀過去的文獻，多數顯示觀功念恩是一套以改善人際互動為目標的自我修養方法，

而陳志忠（2016）的研究發現大學生族群面對逆境時並沒有從觀功念恩課程中直接獲益，

這樣的結果提醒我們，作為自我修養的觀功念恩，影響其實踐與成效間的相關因素有待

進一步的理論分析與驗證。 

     

二、修養心理學（Psychology of Self-Cultivation）、自我曼陀羅模型（Mandala Model 

of Self）與觀功念恩 

如前所述，有感於西方正向心理學的迅速開展與蔓延，黃光國（2010）倡議華人的

正向心理學其實就是修養心理學。依據國語活用辭典（149頁）解釋，修養係指「修治

涵養使學問、道德達到精美完善的境地」，換言之，人類之所以探究各種知識並採取相應

的行動，最終的目的是讓自我更加圓滿，並且能夠克服諸多障礙進而成為一位健全圓滿

之人。值得注意的是，在「心理學本土化運動」經過三十多年的辯證性發展已經邁向成

熟之際，黃光國等（2016）倡議臺灣學術界下一階段努力的方向，應當是結合人文及社

會科學界的心力，檢討過去累積下來的成果，以儒釋道三教合一的文明作為主體，吸納

西方文明的精華，在科學哲學基礎上，發展修養心理學。 

緣此，夏允中、張峻嘉（2017）以「自我曼陀羅模型」分析《大學》修養之道與《中

庸》、《孟子》中的自性與修養，提出「儒家三層次修養曼陀羅模型」，由低到高依序為

「庶人、士大夫與聖王」，三個層次在德性修養上有相當不同的目標以及內涵；夏允中等

（2018）也進一步結合 Hwang（2011）的「自我曼陀羅模型」以及佛教道次第體系，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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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出「三士道之自我曼陀羅模型」作為含攝文化之修養心理學思維框架。連結此模型的

路徑包含：修養之道的根本（依師軌理）、下士或共下士道、中士或共中士道、上士道。

特別是此一模型中的「依師軌理」，是貫穿整個自我修養過程的重要實踐項目。依據釋法

尊譯《功德本頌》中，宗喀巴云：「諸功德本謂恩師，如理依止是道基，善了知已多策勵，

恭敬親近祈加持」。在佛教文化體系中，極重視依師之法，視彼為一切功德之根源。故提

出：「捨命唯令師喜」的概念。如《廣論》（41頁）云：「當如志力稀有常啼佛子，及求

知識不知厭足善財童子」。 

佛法有非常完整的知識體系與注重實踐、修養，並假設全人類都適用（Dalai Lama, 

1995a, 1995b, 2005），也有學者（Shiah, 2016）以佛法中無我的觀點建構了心理學的無我

理論（Nonself Theory），這些知識與理論可作為開展修養心理學（psychology of self-

cultivation）的基礎。脫胎於佛教文化基礎的觀功念恩，能成為以儒家文化為底蘊的華人

社會中廣被接受的自我修養方式，反映出儒、佛兩個文化系統在作為修養者的「人」身

上相互會通的展現。然，這樣的會通是如何發生的？底下將從〈自我曼陀羅模型〉（Hwang, 

2011；黃光國，2015）與「儒家的庶人倫理」（黃光國，2015）加以解析，嘗試建立匯通

佛法觀點的修養心理學。 

如圖 1所示，〈自我曼陀羅模型〉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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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化心理學的角度來看，這五個概念都有特殊的涵義，都必須做進

一步的分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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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會做出不同的界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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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自我曼陀羅模型〉來看，個人在成

長的過程中，會針對自己所處的外在世界，學到各種不同的「知識」（Knowledge），以及

如何使用「知識」獲取各種資源，以滿足「個體」需求的「智慧」（Wisdom）。前者包含

邏輯性，技術性以及工具性的認知基圖（schemata），後者則包含行動能力（action 

competence）以及社會能力（social compe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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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生活於華人社會中的個人而言，個人最重要的「社會認同感」，就是跟他生活世界

中各種不同的互動對象，建立適當的角色關係。用「儒家的庶人倫理」來說，個人的「社

會認同感」使他有足夠的「智慧」，讓他在跟不同的社會對象互動時，能夠依據社會上對

於「做人」的要求，表現出符合「仁、義、禮」等「仁道」的行動。 

從自我曼陀羅模型的角度解析，對生活在華人社會中的個人來說，觀功念恩作為一

種自我修養方式，必須有助於個人跟他生活世界中各種不同的互動對象，建立適當的角

色關係，以強化其社會認同感。這樣的知識才能被以儒家文化為底蘊的社會成員所吸納，

進而成為運用於生活中的智慧。這樣的吸納過程又是如何發生的呢？文化群體的成員均

有其共享的文化集體潛意識原型，用以同化（assimilate）所接觸的各種知識。新接觸的

知識愈能與文化集體潛意識原型接軌，愈能被學習者吸納並轉化為可實踐的智慧。換言

之，立基於佛法觀點的觀功念恩應與華人文化所共有「儒家的庶人倫理」相結合，方能

順利轉化為個人修養實踐的方法。 

儒家經典中最能夠反映儒家「庶人倫理」之特色者，是《中庸》第二十章上所說

的一段話： 

 

仁者，⼈也；親親為⼤。義者，宜也；尊賢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

所⽣也。 

圖 1 
自我的曼陀羅模型 

 

註：引自黃光國，2015，自我的曼陀羅模型：智慧與行動，盡己與天良：破解韋伯的迷陣，83-120

頁。心理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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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段話說明，儒家主張個人和其他任何人交往時，都應當以「親疏」和「尊卑」

兩個社會認知向度（social cognitive dimensions）來衡量彼此之間的角色關係：前者是指

彼此關係的親疏遠近，後者是指雙方地位的尊卑上下。做完評定之後，「親其所當親」，

是「仁」；「尊其所當尊」，是「義」；依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所做出的差序性反應，

則是「禮」。 

儒家的「庶人倫理」和黃光國所建構的〈人情與面子〉的理論模型（Hwang, 1987）

具有一種「同構」（isomorphic）的關係。當請託者要求資源分配者將他掌握的資源作有

利於請託者的分配時，資源分配者分別以需求法則、人情法則和公平法則來和對方進行

互動。在資源分配者的心理過程中，關係、交換法則，以及外顯行動三者和儒家「庶人

倫理」的「仁、義、禮」倫理體系是互相對應的；關係對應於「仁」，交換法則對應於

「義」，外顯行動則必須合乎於「禮」。 

    更具體地說，以前述的「庶人倫理」的深層結構作為基礎，儒家對個人生命中的五

種角色關係，又按彼此間的「尊卑」及「親疏」程度，分別作不同的倫理要求，而形成

一種「相對倫理」，要求每一個人在五種重要的人際關係中善盡自己的義務，這就是所謂

的「五倫」。其中儒家最重視的是親子關係中的「父慈／子孝」，這樣的倫理安排跟儒家

的生命觀有十分緊密的關聯。儒家在反思自我生命的起源時，他們從自己的宇宙觀出發，

認識到一個簡單而且明確的事實：自己的生命是父母親肉體生命的延續。儒家有關「孝

道」的觀念，都是從這一個不容置辯的事實衍生出來的。 

觀功念恩的理念與方法中，非常重視對父母恩的體念。對父母恩的認識與強調，原

本就是「五倫」中非常重要的部分。當學習者接觸觀功念恩時，可能透過對親子關係中

的「父慈／子孝」有所共鳴，吸納觀功念恩的概念並轉化為實踐。由於文化本身是一個

系統，觀功念恩可以與君臣、夫婦、兄弟、朋友等四倫產生聯結，進一步被吸納為學習

者在五種最重要的人際關係上可加以實踐的智慧，並透過實踐使自我逐步轉化、朝向儒

家文化中的至善發展。至此，觀功念恩成為立基於佛教文化系統，並在儒家文化社會中

加以實踐，得以會通儒佛的一種自我修養方式。 

初接觸到觀功念恩的人，常常有恍然大悟跟知己相逢兩種反應。長期聚焦於自身需

求的人，在觀功念恩課程中接觸到和平日習慣大不相同的概念，體會到內心深處匱乏的

來源是來自過去未曾重視的生活層面，而有恍然大悟的反應；重視與他人情感交流的人

在觀功念恩課程中則接受到他人的認同、肯定與支持，往往有知己相逢的感受。這兩種

感受同樣會驅動個體為維繫和增進人際情感交流而採取行動。在採取行動的過程中，個

體會先根據簡單的原則與指導，或者自己對於觀功念恩概念的認識和體會來行動。由於

行動有明確的目的（強化人際交流）、具體的作法（看他人的好、念他人的恩），便容易

達到目標（感受正向的人際情感交流）。一旦建立起正向的循環歷程，個體會越來越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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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也會有更高的意願在生活中實踐觀功念恩。 

隨著實踐的面向增加，對於不同對象、不同事件進行觀功念恩也可能會遇到困難和

障礙。自我曼陀羅模型指出，當個體自身的經驗與聰明才智無法解決行動實踐的障礙時，

他可以轉向觀功念恩所立基的知識庫，尋求有經驗的人指導，或是從既有的客觀知識庫

中尋求答案，並且經過學習和嘗試修正自身對於觀功念恩的認知基圖。以福智團體學習

觀功念恩來說，首先有顯而易見之恩、觀察可見之恩、逆境可見之恩三種不同的類型。

此外有五總則、四別則等更細緻的實踐原則，幫助實踐者克服各種障礙困難。隨著實踐

的反思角度逐漸深入、寬廣，個體的修養也逐步提高。自我曼陀羅模型進一步指出，個

體不僅是從社會知識庫中取用自己需要的經驗，也會將自己實踐的心得加入共享的客觀

知識庫中。在觀功念恩的學習中，常常有實踐者的經驗分享，即反映出實踐者在逐步提

升自我修養之後，對於社會知識庫進行回饋。緣此，系統性蒐集資深實踐者的經驗，並

以自我曼陀羅模型解析觀功念恩的心理歷程，藉以解開觀功念恩背後的智慧與行動，一

方面與西方正向心理學對話，另一方面則能建構本土正向心理學理論與實務。 

三、觀功念恩與正向心理學的對話 

（一）觀功念恩與第一波正向心理學（PP1.0） 

如前所述，在 Seligman 呼籲心理學不僅要研究人類的弱點與缺損更要研究人類的

優勢與美德後，正向心理學的研究與應用蓬勃發展，在應用實務上，尤以輕薄短小的感

恩日誌或三件好事最為普及；在理論發展上則以 Fredrickson（1998, 2001）建構的正向

情緒擴建理論（broaden-and-build theory of positive emotions）最為知名。 

從演化心理學的觀點來看，感恩具有強化「向上螺旋（upward spiral）」的特性

（Emmons & Crumpler, 2000）。具有感恩特質的族群，不僅能在施益個體與獲益個體間

建立起長期穩定的正向互動，更能趨動群體成員將他者給予的施益傳遞給群體中的第三

者，從而引發共存共榮的向上螺旋。以演化心理學的觀點，感恩對於向上螺旋的強化效

果具有延續族群生存的優勢，遂保留至今成為人類的一種心理特質。 

感恩的體驗與表達是普世推崇的美德，也普受世界各宗教或倫理學家力倡，正向心

理學更將感恩視為六大美德下的二十四個強項之一。Peterson 與 Seligman（2004）指出，

當人們發現並運用自己的強項，會提升幸福感。許多感恩介入的研究更顯示，感恩可以

激發許多正向情緒，促使幸福感提升，並同時降低憂鬱，減少負向情緒（王煒萱、鍾昆

原，2015），而感恩是二十四個強項中，最佳預測幸福感的強項（Scott, 2015）。 

在整理感恩內涵與測量的文獻中，吳相儀等人（2017）指出現今有關感恩測量工具

中，以 GQ6 量表（The Gratitude Questionnaire-6，簡稱 GQ6）及 GRAT 量表（Gratitude 

Resentment and Appreciation Test，簡稱 GRAT）最受推崇，兩者都是從感恩傾向的角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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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定義感恩。GQ6由McCullough 等（2002）以正向和負向語詞來評估每天生活中接收

到他人的幫助時，感恩的經驗與表達感恩的方式，有強度、密度、範圍、頻率等四個面

向。GRAT由Watkins、Woodward、Stone 與 Kolts（2003）將感恩分成三個分量表，包

括知足感（a sense of abundance）、欣賞簡單事物（simple appreciation）、感激他人

（appreciation for other）等。而國內學者林志哲與葉玉珠（2011）編製的「大學生感恩

量表」包括感恩他人、感念恩典、知足惜福、感謝逆境及珍視當下等五個因素。此外，

吳相儀等人（2017）回顧國內外感恩介入方案，發現早期感恩方案多以活動方式來引發

受試者的感恩體驗（李新民、陳密桃，2009；Emmons & McCullough, 2003; Seligman, 2002; 

Sheldon & Lyubomirsky, 2004），對感恩內涵與背後理論著墨不多，因而開啟了有理論基

礎的感恩方案成效研究，初步結果發現，依據林志哲與葉玉珠（2011）架構設計的感恩

方案，對五個感恩向度以及三個幸福感指標都有顯著提升效果。 

有別於西方學者將感恩（Gratitude）視為特質或情緒的觀點，日常老和尚倡導的觀

功念恩雖同樣有感恩的內涵，卻是一套有助於個人修養的理念與方法。此外，相較於多

數簡易又無理論基礎的感恩介入方案，觀功念恩有豐厚的佛法教理基礎，可以讓學習者

知道實踐觀功念恩的利益以及不做觀功念恩的過患，同時還有五總則與四別則作為智慧

與行動的指引，讓學習者較容易放下自己的觀過習性，轉而採取觀功念恩的行動，從而

提升心靈的高度。依據《生命教育師資培訓「觀功念恩」》，觀功念恩的練習最好由簡入

難，也就是先從顯而易見之恩循序漸進練習（通常以念父母恩開始），初練習者很快就能

感受到觀功念恩帶給自他的好處，因而生起歡喜心，也會循序漸進練習，乃至於遭遇逆

境或困境時，最後讓自他獲得正向轉變，這正應驗了正向情緒擴建理論（Fredrickson, 1998, 

2001），正向情緒會擴展個人的認知能力，進而建立個人資源乃至增進個人健康與幸福

等，也因此會帶來持續的正向情緒，形成一個螺旋式的循環。由此可見，在重視正向情

緒的擴建上，觀功念恩與第一波正向心理學有異曲同工之妙，堪為建立華人本土正向心

理學的試金石。 

一項被稱為正向教育轉捩點的全方位士兵強健計畫（Comprehensive Soldier Fitness, 

CSF），是 Seligman 將正向心理學的概念從評估、課程、訓練以及檢驗四部分整合的主

動性方案（Cornum, et al., 2011）。主要目的是增加美國陸軍的心理強度與正向表現，進

而減少不適應行為的產生。藉由增加士兵的復原力不只可幫助士兵面對戰場上持續的壓

力進而防止創傷後壓力疾患（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更重要的是可以幫助

這些士兵創傷後成長（Posttraumatic Growth, PTG），讓退伍後的士兵減少醫療成本與社

會適應問題。其中，整個計畫的核心訓練是種子教師復原力訓練（Master Resilience 

Training, MRT），主要成員是每天可以接觸到士兵的士官長。這些種子教師先接受八天

的復原力（resilience）訓練課程，讓這些士官長再回去訓練士兵，並可以長期指導與監

督 CSF 方案的進行（Cornum, et al., 2011）。其訓練課程包含 1. 建構心智強度：(1) 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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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DE 模式了解情緒後果並不直接從災難而來，而是源自於你對災難事件的看法；(2) 

以習得的樂觀（learned optimism）對抗災難性的思考方式：收集證據、用樂觀的態度、

以合理的角度來思考；(3) 尋找好東西：每天練習三件好事；2. 美德強項：設計小組作

業讓成員運用美德強項克服難題與挑戰，例如練習用感恩的強項尋找好東西；3. 建立強

固的人際關係：學習主動建構式的回應（active-constructive responding, ACR），當一個人

對他人做出主動建構式回應時，他就傳遞了正向的經驗，彼此的愛和友誼都會增加。值

得注意的是，上述課程獲得受訓士兵們的好評。 

如前所述，本來「觀功念恩」的對象是所要依學的師長，其後在日常老和尚的闡釋

中，特別推及一切人，成為一般大眾可在日常生活種種人際互動中進行自我修養的方法，

希望佛弟子在平日對境時都能精勤練習觀功念恩，將來等到有機會親近師長時，自然能

不起尋過心而起思德心，也唯有在此條件下，才能學有所成，因而，觀功念恩可說是佛

弟子有待培養的一項美德（融合了感恩、寬恕、堅毅、靈性、自我規範以及心胸開闊等

強項），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刻意練習與運用。而認識三種不同的人生觀：「觀過念怨」、

「觀光念閒」、「觀功念恩」，透由不同人生觀的對比，學習者可以反思自己想要的生命態

度，進而選擇實踐觀功念恩作為自我修養的方法，緣此，觀功念恩融合了復原力訓練

（MRT）中的建構心智強度、美德強項運用以及正向的主動建構回應等。 

（二）觀功念恩與第二波正向心理學（PP2.0） 

    如前所述，正向心理學的迅速發展引發了新的辯證，例如，Lomas和 Ivtzan（2016）

就批評第一波正向心理學忽略了過去負向心理特質研究的貢獻，因而倡議發展第二波正

向心理學（Second Wave Positive Psychology）。他們認為負向心理特質可能存在著正向的

意義與價值，而正向心理特質也可能引發負向的行為結果，因此，採用第二波觀點才能

更貼切地探究正負向心理特質的複雜、動態、非線性、辯證發展歷程（Lazarus, 2003; Lomas 

& Ivtzan, 2016）。 

有別於知名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Tedeschi 與 Calhoun（1995）提出「創

傷後成長（PTG）」一詞，描述個人經歷嚴重消耗認知及情緒資源、撼動心理層次的創傷

事件（seismic events），並且掙扎於重大生命危機之後，所產生的正向改變結果。Linley

與 Joseph（2004）則試圖將創傷後成長、與壓力相關連的成長、知覺到的利益、茁壯等

逆境或創傷後的正向改變，統稱為「逆境中的成長（adversarial growth）」。緣此，在人的

生命中都可能經歷創傷，雖創傷可能對個體造成鉅大的影響，而有不可抹滅的痛苦記憶，

然而，有學者認為創傷雖撼動了個人對於世界的基本假設，但也可能讓個人重新思考生

命的意義，從而在創傷中找到新的對世界的定義與假設，因而獲得創傷後的成長（蕭仁

釗，2014）。 

 Tedeschi 與 Calhoun（1996）透過文獻回顧，整理了經歷過喪偶、身體殘障、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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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生命危機等高度壓力的個案之經驗，編製了創傷後成長量表（Posttraumatic Growth 

Inventory, PTGI），藉以量化創傷後成長的經驗。他們界定出五大因素：1.對生命的感謝

與生命優先順序的改變；2.與他人之間更溫暖、更親密的關係；3.對個人力量增長之覺

察；4.生命中新可能與路徑之發現；5.靈性成長（spiritual development）。 

創傷後成長並非只是少數人會發生的罕見情形。事實上，許多研究發現大部分的人

經歷創傷之後都有所成長（Cho & Park, 2013）。然遭遇創傷後，人們是如何從中成長的？

這其中的機制為何？Janoff-Bulman（1989）認為，當創傷發生後，人們會面臨認知的瓦

解，並同化他們自身的經驗或者調適自我觀和世界觀之基模。Janoff-Bulman（2004）進

一步提出了三種不互斥的成長模型，包含：1.由創傷中獲致力量（strength through 

suffering）；2.心理準備度（psychological preparedness）以及 3.對存在的再評估（existential 

reevaluation） 

    晚近，Joseph 等（2012）提出情感－認知歷程模式（affective cognitive processing 

model）。他們認為成長可能透過對事件的認知、評估機制、情緒狀態、與因應（如：問

題焦點、情緒焦點、逃避）等歷程產生，這些歷程會重複循環發生，直到個人創傷「前」、

「後」對世界的認知假設已得到同化或調適，不再存有衝突與差異；而創傷後壓力被視

為是常態且自然的歷程，會與行為、認知及情緒持續存在。此成長模式認為人類具有與

生俱來的內在成長動機，同時考慮了個人性格、情緒以及社會情境脈絡，加上認知的循

環影響。  

上述理論各有強調的面向，但最大共通點是強調受創者的認知歷程。可見受創者的

認知是發生成長之關鍵，同時，亦不能忽略社會情境、文化脈絡，甚至性格及情緒狀態

的影響，如同 Joseph 等（2012）的情感－認知歷程模式，以及 Calhoun等（2010）最

後修正的創傷後成長模式圖，皆考慮了個人認知以外的元素。 

如前所述，觀功念恩可依照難易不同，依次分為「顯而易見之恩」、「觀察可見之恩」、

「逆境可見之恩」等三類。顯而易見的深恩，是從對方的出發點來看，如：父母恩、師

長恩，這是最容易練習的感恩，通常也都會伴隨正向情緒。觀察可見之恩，是從互助的

角度來看，如：團體恩、朋友恩，通常都需要刻意思惟觀察，才容易生起感恩心，進而

伴隨正向情緒產生。逆境可見之恩，是從生命成長的層面來看，如：面對生活或生命的

困境及不喜歡、討厭的人等，這是最難的感恩層次，通常都要歷經長時間的煎熬與努力，

直到新學到的智慧完全替代舊有的認知系統，才可能生起感恩與歡喜心，實踐者經歷的

心理歷程是否類似前述創傷後成長理論？這正是研究者未來極思解開之謎。尤其要探測

本土社會情境與文化脈絡如何影響這些歷程，期能建構含攝文化的第二波正向心理學理

論。 

前述創傷後成長理論共通指出，受創者的認知轉變是發生成長之關鍵，同時亦指出

不能忽略社會情境與文化脈絡等。證諸近日福智文化出版新書內的案例（福智文化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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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2018），發現多位故事主角之所以能扭轉生命的共同點，除了是學習到相應的知識與

智慧進而轉換認知，通常是他們師長的教言，例如：當妳眼中不只有自己，而學會關注

別人的苦時，妳自己的苦就會在不知不覺中淡化，還有就是受到他人成功的案例鼓舞以

及周遭共同學習的親友陪伴與支持。此外，謝時（2018）的質性研究也指出，三位研究

參與者能夠在家人關係中成功轉化，福智的廣論研討班功不可沒，尤其是廣論內涵精煉

出的「無限生命」與「業果觀」的理念，是三位研究參與者背後核心的支撐理念。由此

推知，具有豐富佛法根基的觀功念恩，讓學習者刻意練習時，容易從佛法基礎理路中（例

如：業果道理、十二緣起、忍辱波羅蜜等），找到轉換認知的線索，進而啟動智慧與行動

的連環，最終能改善困境或扭轉生命。值得注意的是，過去案例顯示，當學習者處在一

同學習的師法友環境中時，這些逆境成長的發生尤其容易，顯見社會情境與文化脈絡扮

演了重要角色。 

參、結論與討論 

 本文嘗試透由文獻探討與對話，讓具有感恩與正向情緒擴建的內涵，也兼具逆境成

長理念與方法的觀功念恩（OMAK），顯現其貫通前後兩波正向心理學精神，也可作為

開展華人本土正向心理學的可能性。研究者也以自我曼陀羅模型（Hwang, 2011）解析觀

功念恩在心靈向上提升的關鍵智慧與行動，並參考夏允中、張峻嘉（2017）以及夏允中

等（2018）的修養模型，嘗試以觀功念恩的智慧與行動為基礎，初擬佛化修養心理學模

型如圖 2。佛化修養心理學模型適用於追求不同生命目標的族群，對於非佛教徒，若是

他想要讓自己成為更幸福的人，依循「角度要寬廣與串習要足夠」的智慧，並採取相應

的「勤找功德與勤學念恩」行動，就有機會變得更幸福；對於追求學識與品德兼備者，

除前述智慧與行動外，還要增加「認清心和境」的智慧以及「轉過為德」的行動；對於

虔誠的佛教徒，他若追求生生增上乃至獲得究竟決定勝（解脫輪迴或成佛），那麼就須仰

賴貫穿菩提道次第的「五總則」智慧與「四別則」行動。 

根據「自我曼陀羅模型」與「儒家庶人倫理理論」，觀功念恩的實踐有賴於學習者透

過文化集體潛意識中的儒家文化原型對觀功念恩的理念與方法進行吸納與轉化。緣此，

後續將專文與夏允中、張峻嘉（2017）建構的「儒家三層次修養曼陀羅模型」進行深度

對話，也將專文與夏允中等（2018）建構的「三士道之自我曼陀羅模型」進行深度對話，

期能藉由理論間的對話與會通，探尋多元並進的修養之道。 

此外，在生活中實踐觀功念恩並有效改善人際關係或生命困境者，或者因實踐觀功

念恩變得更幸福、學德兼備或修行增上者，是否都經歷過上述的智慧與行動歷程？緣此，

未來將以研究者熟練的重要事例法進行訪談，探討觀功念恩實踐者的心路歷程，希望探

討這些人將觀功念恩付諸實踐的動機或目標 （對應自我曼陀羅模型中的「人」），也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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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功念恩實踐者對觀功念恩印象深刻的理路（對應自我曼陀羅模型中的「智慧」），最後

還要追蹤這群人在理路引導下的行動（對應自我曼陀羅模型中的「行動」）。簡言之，透

由系列分析實踐者如何實踐觀功念恩？與為何要實踐觀功念恩？循此建構兼具理論與

實務的佛化修養心理學。 

圖 2 
觀功念恩的智慧與行動：佛化修養心理學模型 

 

未來將根據前述研究成果，編製觀功念恩智慧與行動量表，也參酌夏允中等（2018）

的修養模型編製佛儒會通的修養量表，並進行系列調查研究，驗證並修正觀功念恩的修

養心理學模型。研究者預期觀功念恩實踐程度越高的人，在人際互動等層面會有越正向

的表現。由於人際關係是影響幸福感各層面的重要因素，研究者預期生理適應、心理適

應、工作表現、組織公民行為、公益行動參與等指標都會與觀功念恩實踐程度有正相關。

最後，根據前兩項研究成果，未來可設計觀功念恩訓練課程與相關成效評量工具，並進

行訓練方案的信效度檢驗，期能建構一套如黃光國教授所期許，兼具理論與實務的本土

化修養心理學。 
 

五總則： 

修信為根本 

認清⼼和境 

⾓度要寬廣 

串習要⾜夠 

因正則果圓 

四別則： 

勤找功德 

勤學念恩 

勤修隨喜 

轉過為德 

幸福的⼈ 

學德兼備 

增上⽣ 

決定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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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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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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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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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層級一：壹、（粗體、上下空一行、內文開一個新段落撰寫） 
層級二：一、（粗體、上下空一行、內文開一個新段落撰寫） 
層級三：（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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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層級四：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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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層級五：（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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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粗體、上下空一行、內文開一個新段落撰寫） 

  
一、（粗體、上下空一行、內文開一個新段落撰寫） 

  

（一）（不加粗、上空一行）。 

1.（不加粗、不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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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加粗、不空行） 

 

（二）英文書寫者請依序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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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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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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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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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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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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出現即以第一作者等表示，如：（賀孝銘等，2007）。 

（2）英文，引用規則如上述之中文文獻，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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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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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淑珠、蔡素妙，2002） 

（2）英文，如：（Huang & Huang,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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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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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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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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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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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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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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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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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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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