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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From Editor in Chief）

積極投入含攝文化理論建構：以助人專業倫理雙元模型為例
Active Involving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e-inclusive Theory：The
Duality Model of Helping Professional Ethics as an Example
王智弘
Chih-Hung Wang
(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教授，ethicgm@gmail.com）
由於過去學界對專業倫理以至於助人專業倫理意涵的探討，確實較為偏重西方
哲學的觀點，而從含攝文化的心理學（culture-inclusive psychology）之研究理路（黃
光國，2011；Shweder, et al., 1998），有關倫理、專業倫理以至助人專業倫理的探討，
亦可從含攝華人文化的理路來加以投入，以開展含攝華人文化的助人專業倫理觀（王
智弘，2013）。台灣心理諮商季刊鼓勵學界積極投入含攝文化理論建構的研究，主
編不揣簡陋、野人獻曝，謹以個人投入助人專業倫理雙元模型的建構為例，以說明
如何從華人文化的儒家觀點出發，探討含攝華人文化的專業倫理觀，並試圖整合西
方文化倫理觀點與華人文化倫理觀點，以提出建構助人專業倫理雙元模型的論述過
程，以鼓勵同好投入此等建構含攝文化與本土心理學理論的研究工作。
為什麼要研究含攝文化的倫理觀?
過去研究 (Arnett, 2008)指出，在2003-2007年間，心理學六大領域的主要期刊發
表的文章，有68%的研究受試者是來自美國，並且96%來自於人口比例佔12%世界人
口的西方工業化國家(歐洲、北美、澳洲或以色列)。也就是，過去西方心理學理論的
發展可能是建立在一個怪異的樣本（WEIRD sample：西方的-Western，受過教育的
-Educated，工業化的-Industrialized，有錢的-Rich，民主國家的-Democratic）之上，
這是需要加以反省與檢討的(Henrich, Heine & Norenzayan, 2010a, 2010b; Hwang,
2012）。
「心理學必須面對一個新的現實，那就是非西方心理學的覺醒，這是基於每一
個文化，無論是東方或西方，都有其獨特的心理學適切性，並與其歷史與文化的根
源 具 有 一 致 性 」 (Marsella & Pickren, 2012, p. x) 。 因 此 ， 含 攝 文 化 的 心 理 學
（culture-inclusive psychology）或是本土心理學（indigenous psychology）提供了心
理學與諮商研究的一個新理路，本土心理學的知識論目標是依循文化心理學的原
則：「一種心智，多種心態」，亦即，含攝文化的心理學希望能夠建構既能代表普
世的人類心智，又能表現特定文化人群的特殊心態之心理學理論（黃光國，2011；
Shweder, et al., 1998）。依上述原則，本文希望從含攝華人文化的角度出發，探討含
攝西方文化與含攝華人文化的專業倫理觀，並加以整合以提出普世的助人專業倫理
雙元模型。
vi

西方文化的倫理觀
從西方文化的倫理觀來看，什麼是「倫理」？「倫理」可說是人際角色關係中
互動行為的規範；什麼是「專業倫理」呢？「專業倫理」則是專業人員的專業人際
角色與他人互動行為的規範，「專業倫理」規範了專業人員與其他專業人員、與其
所服務的當事人以及與其他社會大眾之間的互動行為與關係（牛格正、王智弘，
2008）
。
「專業倫理」是助人專業用以建立社會大眾公共信任之基礎（Blocher, 1987），
是助人專業的核心價值（美國諮商學會，American Counseling Association﹝ACA﹞,
2005）。
從西方的觀點來看專業倫理的核心概念，助人專業倫理的核心概念就是當事人
的權益與助人者責任，西方專業倫理的出發點就在維護倫理的基本原則或當事人的
權益（牛格正，1991；牛格正、王智弘，2008；ACA, 2005;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APA﹞, 2010; Corey, Corey, & Callanan, 2011），當事人有五大權益（牛
格正，1991；牛格正、王智弘，2008；Herlihy & Corey, 1996; Kitchener, 1984）：自
主權（autonomy）、受益權（beneficence）、免受傷害權（nonmaleficence）、公平
待遇權（justice）、要求忠誠權（fidelity）。自主權指的是當事人自由決定的權利、
完全的自我決定、以選擇進入或退出諮商、保留或揭露諮商資料；受益權指的是當
事人應從諮商受益的權利、其福祉被列為最優先考量；免受傷害權指的是當事人應
受保護的權利、免於遭受來自諮商過程或助人者的任何傷害；公平待遇權指的是當
事人被公平對待的權利、有權接受諮商、有權參與基於個人需要而設計之諮商計畫、
有權尋求適合自己之其他輔助資源；要求忠誠權指的是當事人被忠實且真誠對待的
權利、有權被尊重、被保密、被真誠的對待、諮商過程被正確的記錄。這當事人五
大權益的維護是西方考量助人專業倫理的主要思考架構。
而相對於這當事人的五大權益，助人專業人員則有專業責任（professional
duty）、倫理責任（ethical duty）與法律責任等三大責任（legal duty）
（牛格正，1991；
牛格正、王智弘，2008；Corey et al., 2011; Herlihy & Corey, 1996）。專業責任包括
要求助人者要有：1.專業人格修養與身心健康；2.專業知能訓練；3.專業個人經驗：
包括：(1)接受諮商；(2)實習經驗；(3)接受督導；4.專業倫理信念；倫理責任則要求
助人者要 1.提供合格專業服務；2.維護當事人基本權益；3.增進專業之公共信任；法
律責任則要求助人者要 1.保護當事人的隱私權；2.維護當事人的溝通特權；3.預警與
舉發的責任；4.避免處理不當或瀆職。這是過去學界偏重西方哲學觀點以對助人專
業倫理意涵的探討重點。
亦即，西方文化的倫理觀（western culture-inclusive view）是從保障當事人的權
益出發，強調外在客觀的理性規範。這是我們過去所習以為常地引用的西方文化的
倫理觀，但是就含攝文化的理路，由華人文化的觀點加以探討，可有助於我們以更
多元包容的角度與格局來審視深具文化敏感度的倫理主題。
華人文化的倫理觀
當我們開始以含攝文化的觀點思索含攝華人文化（Chinese culture-inclusive）的
倫理觀點，我們重新再問什麼是「倫理」？儒家文化的觀點則指向所謂庶人之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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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一般人的自我修為，也就是五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
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而什麼是「專業倫理」？儒家文化的觀點則
指向所謂士之倫理，也就是專業人士的自我修為，《論語．學而篇》強調「弟子，
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文指的是
詩、書、易、禮、春秋，也就是儒家的專業學科知識，也就是說儒家在進行專業學
習之前要先完成「親仁」之前的倫理學習，儒家所強調的「仁」，正是倫理的要求，
在儒家文化的眼中倫理是先於專業。《論語．述而篇》所說的「志於道，據於德，
依於仁，游於藝。」藝指的是詩、書、易、禮、樂、春秋等儒家的專業學科知識。
其中明白指出先強調「志於道，據於德」的修身工作，然後是「依於仁」的落實於
待人處事的生活實踐，然後才是「游於藝」的致力於專業學術的學習，從《論語》
的篇章裡所彰顯的儒家倫理觀，特別強調「仁」是從修身到落實生活中與他人相處
的實踐關鍵，「仁」是人際互動的法則，也就是從主觀「道德」落實到客觀「倫理」
的關鍵，掌握了這個人際互動的關鍵，專業知識的學習才能彰顯其價值，也就是說
在華人的文化裏，專業倫理是放在專業知能之前考慮的，有了專業倫理的人際互動
法則與行為實踐關鍵，專業知能才能發揮落實道德的實踐功能，而表現出德行，這
是華人文化的專業倫理觀（王智弘，2013），也就是道德（志於道，據於德）先於
倫理（依於仁） ；而倫理（依於仁）先於專業（游於藝）。也就是先有仁心、後有
仁術。
但是，儒家如何去修持道德與倫理呢？《論語．里仁》有一段孔子與曾子的精
采對話：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
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宋朝大儒朱熹加以註解說「盡己之
為忠，推己之為恕」《論語集注．里仁第四》原來儒家所強調的忠，也就是道德，
其核心的修為工作在「盡己」，也就是自我要求；儒家所強調的恕也就是倫理，其
核心的修為工作在「推己」，也就是善待他人。就助人專業工作而言，從助人者德
行的自我修為的「盡己」工夫開始，進一步要能做到善待當事人以保護其權益的「推
己」功夫的目標。這是華人儒家文化對專業倫理意涵的探討重點。
西方文化倫理觀與華人文化倫理觀的整合
西方文化的倫理觀強調外在客觀的理性規範，以當事人（五大）權益的保護為
起點，而進一步要求助人者要善盡其（三大）責任；而華人文化的倫理觀強調內在
主觀的自我成長，以助人者德行的自我修為（盡己）為起點，而進一步要求助人者
要善待當事人（推己） ，我們將兩者加以整合，可得助人專業倫理的雙元模型（the
duality model of helping professional ethics）如圖一。

viii

西方文化對專業倫理的觀點建立在個人主義之上，以萊布尼茲(Leibniz)所稱之
的基礎律（principle of ground），亦即海德格（Heidegger）所指之「形上學思考」
（metaphysical thinking）或「技術性思考」（technical thinking）之思考方式，以理
性為依歸，以正義（Justice）為核心（黃光國，2003，2009），而強調當事人權益
的保護，此確實是具體客觀的助人專業倫理目標，而由此而加諸於助人者的責任亦
能要求助人者表現良好的倫理行為，但是，其限制在於助人者之倫理行為的表現乃
起於外在的理性要求，而較未著眼於助人者發乎本心的自我主動積極作為，雖可規
範助人專業人員的外在倫理行為表現，但較忽略個人的內在道德修為，而無法完全
契合專業倫理所最為期待的自律精神，如《論語》〈為政篇〉所言：「道之以政，
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的情況，使專業倫理
的規範，比如倫理守則與相關法規的制訂與執行，就有可能使專業人員只求免責而
無成長之弊，亦不免可能會有法國哲學家傅柯（Foucault）名著「規訓與懲罰」
（Discipline and Punish）所指稱之權力控制手段的危險（黃光國，2003；Foucault,
1977/1992），而少了人性的啟發與尊重。
華人文化對專業倫理的觀點建立在關係主義之上，以「仁道」通契「天道」，
亦即海德格（Heidegger）所指之「原初性思考」（originative thinking）或「本質性
思考」（essential thinking）之思考方式（黃光國，2003，2009），以體悟與實踐「自
然之道」、「自明之德」的覺性為依歸（王鎮華，2006），以仁為核心，透過「士
之倫理」、「濟世以道」（黃光國，2013），亦即《論語》〈泰伯篇〉所宣示的專
業人員的自我期許：「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
後已，不亦遠乎？」，也就儒家文化中對專業人士的要求是要以倫理(仁)為自我的
責任(以為己任)，而且是一輩子的責任(死而後已)，這要求確實是蠻重的。而其自我
修為的過程則如《大學》所述之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
天下之次序，「修身」之前是道德的學習，修身之後則是倫理的實踐，其學習進程
則由自我成長進而對他人與社會做出貢獻，此等強調盡己的助人者自我修為確實有
助於助人者發展其內在道德修為與自我積極主動作為，由此而推己及人的倫理行為
表現亦能於契合專業倫理的自律精神與朝向保護當事人權益之目標，但是，其限制
在於助人者之倫理行為的表現乃起於自我的規範與要求，並由之推己及人以表現外
在的倫理行為，較忽略對當事人權益保護的具體目標與客觀的外在行為規範，在落
實專業倫理的實務實踐上就相對較為困難。
職是之故，助人專業倫理雙元模型之提出，當可就東西方文化專業倫理觀之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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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加以兼容並包，而收截長補短之效。就如圖一中所示，當事人權益保護與助人者
自我修為，雖出發點不同，但應是缺一而不可、殊途而同歸。而由此一雙元模型則
可進一步加以確認，在助人專業倫理中，倫理規範(由當事人權益保護為核心以規範
助人者的責任)與倫理教育(由助人者自我修為為核心以培育保護當事人權益的行為)
並行的重要性，亦即，透過規範以達成當事人權益保護，透過教育以培育助人者自
我修為，亦即，此一助人專業倫理雙元模型當可作為助人專業學界推動倫理守則修
訂與倫理教育實施之參考。
本期刊物以榮格研究為專題，特邀從事榮格心理學研究與教學多年的黃宗堅教
授為專題主編，榮格雖為精神分析學派出身，但其對文化與靈性層面的研究則遠遠
超出精神分析的領域，而留給後代學者更深更廣的探討空間，榮格對華人文化的研
究頗深，這對我們也是一種有意義的刺激與啟發，博大精深的華人文化，其主題與
內涵為世人所共享，非華人學者之專利，惟華人學者有天時、地利與人和之便，若
能因勢利導、隨順因緣的投入含攝華人文化的研究工作，對華人以至於世人的心理
學或心理諮商專業可望能做出突破性的貢獻。
參考文獻
牛格正（1991）。諮商專業倫理。台北：五南。
牛格正、王智弘（2008）。助人專業倫理。台北：心靈工坊。
王智弘（2013）
。朝向含攝文化的諮商研究：開展含攝華人文化的助人專業倫理觀。
台灣心理諮商季刊，5（2），vi。
王鎮華（2006）。道不遠人、德在人心。台北：德簡書院文教基金會。
黃光國（2003）。社會科學的理路（第二版）
。台北：心理出版社。
黃光國（2009）。儒家關係主義：哲學反思、理論建構與實徵研究。台北：心理出
版社。
黃光國（2011）。論「含攝文化的心理學」。本土心理學研究，36，79-110。
黃光國（2013）
。盡己：儒家倫理療癒的理論。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學報，26，7-22。
American Counseling Association. (2005). ACA Code of Ethics. Retrieved May 25, 2013,
from http://www.counseling.org/Resources/CodeOfEthics/TP/Home/CT2.aspx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10). Ethical Principles of Psychologists and
Code of Conduct With the 2010 Amendment. Retrieved May 25, 2013, from
www.apa.org/ethics/code/principles.pdf
Arnett, J. J. (2008). The neglected 95%: Why American psychology needs to become less
American. American Psychologist, 63(7), 602-614.
Blocher, D. H. (1987). The professional counselor. New York: Macmillan.
Corey, G., Corey, M., & Callanan, P. (2011). Issues and ethics in the helping professions
(8th ed.). Belmont, CA: Brooks/Cole.
Foucault, M. (1977/1992).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trans. by Alan
Sheridan. ) New York: Pantheon. 規訓與懲罰（劉北成、楊遠嬰譯）。台北：桂
冠圖書公司。
Henrich, J., Heine, S. J., & Norenzayan, A. (2010a). Most people are not WEIRD. Nature,
x

466(1), 29.
Henrich, J., Heine, S. J., & Norenzayan, A. (2010b). Beyond WEIRD: Towards a
broad-based behavioral science.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33(2-3), 61-83.
Herlihy, B., & Corey, G. (1996). ACA Ethical Standards casebook (5th ed.). Alexandria,
VA: American Counseling Association.
Hwang, K. K. (2012). Foundations of Chinese psychology: Confucian social relations.
New York: Springer.
Kitchener, K. S. (1984). Intuition, critical evaluation and ethical principles: The foundation for
ethical decision in counseling psychology. The Counseling Psychologist, 12(3), 43-55.

Marsella, A. J., & Pickren, W. E. (2012). Foreword. In K. K. Hwang, Foundations of
Chinese psychology: Confucian social relations (pp. vii-x). New York: Springer.
Shweder, R. A., Goodnow, J. J., Hatano, G., Levine, R. A., Markus, H. R., & Miller, P. J.
(1998). The cultural psychology of development: One mind, many mentalities. In W.
Damon (Ed.), 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 (5th ed.), Vol. 1 (pp. 865-937). New
York: Wiley.

xi

台 灣 心 理 諮 商 季 刊
2013 年，5 卷 3 期，xii-xiii 頁

Taiwan Counseling Quarterly,
2013, vol. 5 no. 3, pp. xii-xiii.

專題主編的話（From Topic Editor）

從主客對立到涵容整合：榮格理論中的辯證思維
Both/And not Either/Or:
The Paradoxical Perspective of Jungian Theory
黃宗堅
Tsung-Chain Huang
(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教授，tchuang@cc.ncue.edu.tw）
榮格所倡導的分析心理學（Analytical Psychology）近年來已逐漸將其影響力拓
展至國際社會。國際榮格分析心理學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Analytical
Psychology）在 1955 年草創之後，目前於全世界 55 個國家的分會中，已有超過 3000
位合格的榮格分析師。而原本有關後榮格（post Jungian）時期因不同榮格學者們所
強調的視野不同而衍生出的三大理論與實務取向：developmental、symbolic 和
archetypal approach，目前也慢慢朝向與其他學派對話整合的趨勢發展。例如就強調
人格發展的論述而言，榮格雖然也重視早期經驗所扮演的角色，不過其大部分的著
作比較以人生的後半階段為重心，因此目前許多學者也努力將 Klein、Winnicott，甚
至是法國後現代精神分析學家 Lacan 的諸多觀點融入理解人格發展的脈絡架構中。
此外，象徵與原型概念鑲嵌在臨床實務工作的運用更是不勝枚舉。舉例來說，
神話（張雅雯、黃宗堅，2009；Campbell, 1990）
、童話 （Kast, 1990; Von Franz, 1995)、
夢工作（石麗如、黃宗堅，2012；郭蕙寧、黃宗堅；2013；黃宗堅，2007；Johnson,
1986）、沙遊治療（Kalff, 2003）以及遊戲治療等（Green, 2013）均可見其影響的力
道存在。特別是榮格的核心理念融入中國道家以及易經的基本精神，強調孤陰不生、
獨陽不長；以及人性中所謂善/惡、好/壞、陰/陽、生/死、美/醜，上帝/魔鬼、光明/
黑暗同時俱存的主張（Jung, 1964/2011）
，闡述兩項看似主客對立的事物，且似乎具
有摧毀彼此的傾向，但是它們的存在卻不能沒有對方，透過雙方對話面質，一造卻
讓另一造生機盎然的轉化機制，其實也正反映了華人文化中「福禍相生、正負辯證」
（劉淑慧，2013）、和「相生又相剋、否極則泰來」（黃宗堅，2007）的本土特色。
本期的三篇論文則是分別從「人格發展」
「象徵」及「原型」的取向來回應後榮
格分析心理學的實徵研究。例如，
〈從神話故事「聖杯追尋」看中年男性自性化歷程
的隱喻象徵〉一文，是藉由中世紀亞瑟王與圓桌武士追尋聖杯的原型故事，梳理出
榮格對於兩極超越、面具與陰影的消融，以及阿尼瑪（內在女性）與阿尼瑪斯（內
在陽性）如何統整等議題，來詮釋人格自性化（individuation）的轉換歷程，並非是
一條線性前進的光明大道，而是一趟來來回回的旅程，在荒原中摸黑回頭找路的過
程，並藉此與生命發展周期面臨瓶頸與停滯的中年男性個案展開反思與對話。此外，
〈榮格取向藝術治療在夢魘探索的應用初探〉一文則是探討榮格取向的藝術治療如
何運用表達式的媒材及象徵，透過積極想像與擴大的實務演練及操作，來催化案主
對於夢境的洞察與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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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
〈當 Yalom 遇上 Jung：輔導到諮商的「受制」與「解放」原型探討〉一
文是從「原型」的角度出發，認為團體諮商中，所包含的「精神動力」
、
「團體動力」
與「團體在時間向度上的變化」等三種層面（Yalom, 1995/2003）
，事實上與 Jung 的
集體潛意識互為呼應，因此整理出「團體諮商」不僅要帶領著充滿情緒驅力的成員
走向理性的自覺，同時也要引領著集體意識所過度認同的團體回歸個體內在原本俱
足的自性（Self），才能幫助團體成員朝向「個體化」邁進。
本次三篇論文毋寧只是一個啟程，期待國內未來能有更多後榮格取向的實徵研
究，整合華人文化中有關本體論與知識論的基本論述，進一步站上世界舞台，與國
際間的榮格學者開展相互交流與對話的新契機，並發展出含攝華人文化的本土分析
心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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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Yalom 遇上 Jung：輔導到諮商的「受制」與「解放」原
型探討
洪薇嘉
摘要
本文將結合 Yalom 與 Jung 的觀點，去探討專任輔導教師從教學輔導轉為諮
商領域的角色轉換上，當在學校進行團體諮商時，可以增加哪些考量。
首段分別說明 Yalom 與 Jung 對團體的觀點，進而提出 von Franz 的主張，認
為一個好的「團體諮商」不僅要帶領著充滿情緒驅力的群眾走向理性的自覺，也
要引領著為集體意識所過度認同的團體回歸個體內在本能的自性。是以一個好的
諮商師不僅應給予成員在本能與情緒的衝動中，透過「此時此地」的過程提升成
員在理性層面上「受制」的自我覺察，也應給予成員在過度禁制的「順從」當中，
透過「解放」的過程賦予成員回歸自我自主性的自由成長空間，才能幫助團體中
每個成員向「個體化」邁進。
次段則說明個體在社會化發展過程當中，如何從「受制」階段過渡到「解放」
階段，以及此原型之於青少年團體諮商的意義。
在此主張之下提出：團體方案活動設計中的結構化的探討、團體諮商中的規
範性的探討、團體諮商中的任務達成與成員自由度的探討、領導者的自我揭露與
示範的催化性的探討等四個議題。

關鍵詞：團體諮商、青少年、原型
洪薇嘉

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碩士生（wiga1202@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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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筆者從學校綜合活動領域教師，因應教育政策的轉變進入諮商領域擔任專任
輔導老師，在從「輔導」到「諮商」領域上的轉換遇到不少瓶頸與思維上的疑惑，
後有機會進修「團體諮商」一門課，在演練的過程以及同儕及教授督導過程當中
對於「團體諮商」有所省思，故而本文透過彙整筆者因課程需求至中部某國中進
行演練之實地觀察，以及在課堂上與同儕督導、教授團體督導的討論紀錄，以及
課後對他組領導者的訪問記錄，提供同在這位子上的夥伴一個在領域轉換上思維
方式的遵循參考方向。
「團體諮商」在學校系統中的應用是否真能落實，似乎隨著教育政策的變動
而沒有定論。近幾年來由於教育政策的制定，「團體輔導」的推展使得預防性團
體的輔導策略逐漸被各校所重視，然為了配合校園作息和課程安排，實施短期的
常態性團體或工作坊通常是權宜之計（簡憶玲，2011）。然而，隨著專任輔導教
師的增設，許多應聘人員甚至已經具有心理師的專業背景，因此相對在學校中的
輔導工作的定位，將不再僅僅只是如當年為符合教育政策的急就章─由一群不全
然是相關背景或受過相關知能訓練的人員，從四處所能獲取未檢核過的資源，在
有限時間內，囫圇吞棗地拼湊出以教育理念為基底的計畫。如今專任輔導教師的
進駐，更加被期待能夠加入學校輔導計畫的制訂與推動，以及對於二、三級個案
1
以及危機個案 2 作出有效的處遇，因此「團體輔導」可能已經無法完全符合目
前學校以及學生困擾的需求，「團體諮商」的落實勢在必行。
關於團體輔導與團體諮商的定義可從不同面向來看，總的來說，團體輔導又
可稱為心理-教育團體，發源於學校體系中。是基於社會學與團體動力學的原理，
發展人類的「群性觀念」，能「有效的適應」生活與學業各方面的問題，並藉著
訊息的提供與價值的檢驗，預防個人性會「社會性的失常」
。強調「知識的獲得」
，
以協助其達成個人性、人際性或工作有關的「共同目標」（吳武典、洪有義、張
德聰，2010；陳春蓮，2011）
。領導者可以「分享資訊」
，並催化成員間的互動來
幫助成員「學習」（Jocobs, Harvill, & Masson, 1994/1997）。因此從前述可看出
團體輔導重在人類社會的「共同性」
，而領導者的角色較多的「指導性」
；團體諮
商則強調團體中「個人」行為的改變和成長，內容和重點常取決於「成員本身的
特點」，針對特定的問題，不僅有其「治療」目的，而且有其「預防」之意義。
團體輔導重在人類社會的「共同性」
，而領導者的角色較多的「指導性」
；團體諮
商則強調團體中「個人」行為的改變和成長，內容和重點常取決於「成員本身的
特點」，針對特定的問題，不僅有其「治療」目的，而且有其「預防」之意義。
註 1：指助人工作者為辨別問題行為的早期階段，以促使人們避免接連的負面影響，或者為結束
問題行為以修復或避免問題的復發而服務的這群求助者（Doyle, 2005）
註 2：指那些面臨問題卻無法立即解決，且在一段時間內無法超越平時運用的解決方法，而感到
煩躁或焦慮等負面情緒的求助者（Poal,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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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基本上是功能正常的個體，並不需要大規模的人格重建，他們可能出現問題
而影響生活，但又不是太特殊無法解決的成員，他們所關心的內容只是其一生中
的發展任務。領導者可能會面臨種種危機情境和矛盾衝突，他們要努力改變「自
我妨礙」的行為。團體中創造一種「相互信任」的氣氛將能促成人們共同分擔並
探討所關心的問題（吳武典、洪有義、張德聰，2010；Corey, 1995/1996）。因此
團體諮商相較團體輔導而言，則更在意獨立個體的「獨特性」，領導者則較多的
「引導性」。本文後續則將更多討論在於從輔導的社會共同性過渡到諮商的個人
的特性。
「團體諮商」無論在學術或實務臨床上有著不同的學派與取向，然而若從發
展階段而言，青少年著重同儕關係以及自我概念的發展，因此 Yalom 動力取向的
「此時此地」
（here and now）3 與容格學派的「個體化」
（individuation）4 是筆者
認為最能貼近青少年團體諮商的核心。儘管在十九世紀的精神分析取向的心理治
療，無論是古典精神分析、容格分析、新精神分析等學派尚未發展出團體治療，
「團體」的概念大多透過社會學視野 5 作探討，然而筆者認為時至今日我們同處
於這個多元跨界（crossover）的時代，容格學說當中擴及「個人」及「集體」在
意識與潛意識的探討，深及社會、風俗、信仰、文化與個人內在靈性等各層面的
探究，因此若從青少年族群整體性的發展來看，亦可作為在團體諮商背後一個思
維的方向，故後文將結合兩者學派取向核心理念，對於「團體輔導」到「團體諮
商」這個看似相異卻又難以區辨的議題提供思考的架構，並從中探討包括團體方
案活動設計中的結構化的探討、團體諮商中的規範性的探討、團體諮商中的任務
達成與成員自由度的探討、領導者的自我揭露與示範的催化性之探討等四個議
題。
貳、團體原型的探討
十九世紀，生物學與人類科學特別深受到達爾文的學說以及分析科學的影
響，心理學家更透過自省法分析其中的要素而試圖找到一些規則（McDougall,
1920）。法國心理學家 Gustave Le Bon 認為個體所擁有的基因源自於整體種族共
同特徵的遺傳，然而當一定數量個體群聚行動時，卻能形成某種新的且迥異於平
時的心理特徵。一般而言，「群體」（crowd）意指個體隨機的聚集，然而就心理
學的觀點來說，主要在探討其在某些特定情況下所呈現異於單獨個體的特徵，而
群體的的無意識行動常替代個體的意識活動而成為現代的主要特徵。（Le Bon,
1896）。
註 3：指在治療情境中所發生的即時事件和對於團體既行的歷程本身所有的體驗與領悟（Yalom,
1995/2003）
註 4：指個人內在深層地覺察其內在自我的軌道（Lapointe, 2008）
註 5：指意識上的人與人各個層面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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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g 則認為此論說過於簡略，忽略了個人和集體層面的潛意識問題，因而
進一步引用「群體」的概念，依據「理智」和「情感」兩個層面形成「心理光譜」
（如圖 1）的兩極：在情緒和本能上聯合起來，追隨一位領導者的一端稱為「群
眾」
（mass）
。即以本能行為模式為主，亦即較具情緒驅力的面向，也較具強迫性
（即全有全無的反應），為身心行為的衝動；在「理智」和「情感」層面彼此相
關，而其中的每一人都履行某種角色的一端，稱為「團體」（group）。較具自覺
的內在認識的可能性，也較有彈性，往往是象徵性理解或固定觀念、團體規範、
宗教感召等經驗，近似此一概念（von Franz, 1990/2002）。
紅外線端

紫外線端

情緒和本能
群眾(mass)

理智和情感
團體(group)

較具情緒驅力

較具自覺

較具強迫性

較具可能性與彈性
圖 1 Jung 群體心理光譜概念圖
整理自（von Franz, 1990/2002）

而在約略同一時期英國作家 William McDougall 認為無論是有機體、人類或
者是機構皆非單一獨立而存在。個體及其社會環境之間交互作用，個體心智的成
形是源自於其成長社會中的精神力量，相對地，那些力量是心智與使其組成的社
會所交互作用的產品。因此，社會群體有一集體精神生活，不僅僅是各單位精神
生活的總和，而有一個集體精神（collective mind）
。而團體心理學任務是去審查
集體或團體心智的概念，然而此概念的內涵除了集體精神生活中一般性原則，也
包含每個單位構成的個體心智之間的組織。透過組織內的同質化，以及獨特性的
同時存在，促使人們心智的提昇，以臻奉獻和自我犧牲的崇高境界（McDougall,
1920）。因而此論述說明了在不忽略存在著單獨個體的獨特性之前題下，具有一
般性原則的組織能對人們心智有所提昇，儼然為「團體」的雛形。
因而僅以兩極的觀點來看團體的演進與發展可能又對「團體諮商」的各層面
內涵的理解過於單純，Jung 認為猶如在心理光譜的比喻中，社會對於在紅外線
端的暴動的群眾往往有負面的評斷，然而沒有為自由作戰的群眾，便沒有現今這
麼多獨立的國家，但卻會造成過大的情緒和情感內容的爆炸危機；看似理性，支
持政治意識形態而組成的團體，也可能因為過於僵化地掌控國家而壓制了感情生
活，甚而造成諸多精神官能疾患的產生。因此 Jung 的學生 von Franz 主張只有在
兩端之間的中間立場才可能有某種程度的意識，以及伴隨意識而有的個體自由
（von Franz, 1990/2002）。類似於 McDougall 所謂「透過組織內的同質化，以及
獨特性的同時存在，促使人們心智的提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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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從現代團體心理治療來看，Yalom 的團體是以異質性門診病人為對象的長
期互動式團體心理治療，其擺脫「診斷」並描述這群人身上屬於「人」的問題並
審視這些問題在人際層面上的意義。Yalom 將「團體」視為成員日常生活的「社
會縮影」
，由團體的互動中便能發現成員問題的再現。因此 Yalom 的「團體」
，是
一種動力取向的治療，而其中所指涉的「動力」，包含了「精神動力」、「團體動
力」與「團體在時間向度上的變化」 三種層面（Yalom, 1995/2003）
。因此與 Jung
的集體潛意識以及 McDougall 的集體精神互為呼應，並加上時間向度的探討，而
有此時此地的概念。
承上述各論說，可以整理出「團體諮商」不僅要帶領著充滿情緒驅力的群眾
走向理性的自覺，也要引領著為集體意識所過度認同的團體回歸個體內在本具的
（原型的）自性（Self）
。是以一個團體領導者不僅應給予成員在本能與情緒的衝
動中，提升成員在理性層面上「受制」（containment）的自我覺察，也應給予成
員在過度禁制的「順從」當中，透過「此時此地」的「解放」
（libration）過程，
賦予成員回歸自我自主性的自由成長空間，才能幫助團體中每個成員向「個體化」
邁進。後續將近一步對於「受制」與「解放」原型進一步說明。
參、「受制」與「解放」原型之於團諮的意義
從 Yalom 的團體原型當中，看見團體中的個體無法避免與他人的互動（猶如
真實社會中人們相依共存），因此筆者從個體「社會性」層面的發展來探討「團
體諮商」對每個成員的意義。
許多的社會文化當中，都存在著相類似的「社會儀式」，這種儀式象徵著青
少年離開兒童期對原生家庭的依賴，開始跨出家門學習獨立，向成人社會邁進。
例如在中華文化中，古代舉行「冠禮」和「笄禮」宣示男女的成年；在台灣文化
中，漢人有「作十六」
、
「鑽七娘媽亭」等成年禮，以及部落文化中，男性必須經
過狩獵（卑南族、排灣族）及捕魚（阿美族、雅美族）、出草（泰雅族）及祭神
（賽夏族、布農族）、杖臀（鄒族）及禁食鞭身（魯凱族）等這些歷練才算得上
是「成年」。然而容格學派認為：這種歷程是以一個「服從（submission）」儀式
開其端，這代表著引領青少年離開童年的夢境，而原生父母親原型遭破壞的裂
痕，必須融入團體生活中加以修復，隨後過渡到「受制」階段（Jung, 1964/2011）。
從這敘述當中，可以理解為：當一個個體從對原生家庭的依賴，如何獨立走向社
會團體，首先須要與原生家庭暫時的「分離」，儘管個體在成長過程當中，至此
為止，其所受的大多數社會性規範幾乎來自於這個原生家庭，因此這個階段的個
體，身上仍擁有著來自內化父母在有形無形上的身心靈層面的遺傳的「原型」
（archetype）
，然而相對因為幼稚/未成熟的優勢，個體往往被允許其犯錯與相對
承擔較少的責任。經過這個「成年」的社會儀式，個體必須犧牲來自於原生父母
所賦予的，而相對去配合團體的規範，因此成年禮中的「犧牲」（無論是生理上
的或精神上的），是一種與原生父母「分離」的象徵。猶如「團體輔導」在使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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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透過知識的取得而學習發展人類的群性以有效適應於社會生活。
然而當個體進入社會團體，儘管獨立，仍舊無法失去內在對父母親意象的依
賴，此時團體儼然成為「再造父母」
（second parent）
（von Franz, 1990/2002）
，因
此仍然由受制原型運作來轉由認同集體意識中的團體角色，例如爭取當班級幹
部、模範生甚或成為號召者或頭號問題人物等。然而過度的集體意識認同，卻可
能造成個體失去自我獨特性。因此唯有當個體進入「解放」階段，能夠辨別並區
分自己內在「原型」與外在「集體意識」（collective consciousness）的不同，進
而透過「超越功能」（transcendent foundation）的「涵容」（contain）力量，才能
結合起二者的力量，最終回到團體當中，卻能不受制於團體而真正成為自己的「主
人」（Jung, 1964/2011）。
因此，從上述觀點來思考「團體諮商」的定位，或許會是一個協助各個成員
如何從「受制」走向「解放」的歷程。讓每個成員帶著各自的原有的家庭背景或
個人議題，經過在團體當中經歷與他人之間的角色投射與認同，看見與辨別自己
與他人以及與團體，甚至與文化的異同，從中尋得自己獨特的生命智慧回到團體
生活！（詳如圖 2）
團體輔導
受制
紫外線端
團體(group)

紅外線端
群眾(mass)
解放
團體諮商

圖 2 受制、解放原型於團體諮商定位之概念圖
肆、實務中的觀察與省思
此次筆者為應修課要求到某國中進行團體諮商的演練。在團體進行的過程
中，內容與歷程皆具備許多的變化。在團體諮商中，內容更包括各項任務、目標
執行，歷程則增加團體階段、團體動力、療效因子運作情形（鍾宇星，2009）。
在整個團體當中有以下幾點的觀察，茲提出與前述「受制原型」
、
「解放原型」觀
點作連結與探討。
一、團體方案活動設計中的結構化的探討
帶領青少年團體令領導者常有的擔心在於，青少年在表達上似乎有別於成人
的深思熟慮以及言之有物，儘管不是所有的青少年皆如此，但筆者在實務工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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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轉介進入團體的成員往往有具體明確表達自我想法或感受上的困難。許多領導
者傾向設計較為結構化的活動，協助成員抒發與表達自我。而結構性活動的團體
效果具有重要的實務意義（簡憶玲，2011）。
然而 Yalom 在「人際學習」此一療效因子中探討「團體是社會的縮影」一概
念時曾表示：一個自由互動而僅有少許結構限制的團體，最終都會發展成為一個
由所有參與成員所組成的社會縮影（Yalom, 1995/2003）
。因此倘若團體方案活動
的設計具有高度結構化時，是否相對也可能限制了成員在團體中呈現像在日常生
活中與他人互動的樣子，因此「人際學習」將會較像是在教室中的教學輔導情境
─學生向老師學習的狀態，而非成員間彼此互動的學習。而何以須要透過這樣的
互動才能夠具有學習？因為「互動」是啟發團體療效因子的重要力量，在此過程
中，需要同時改變認知、情意、行為，才有助於個體達到長時間的改變（鍾宇星，
2009）
。而 Jung 認為當人進入一種在深層的孤立與寂寞，在人裡面引發大量社交
接觸的需求，這無疑喚起了嶄新形式的團體經驗。但如果個體想知道當他人再也
無法支持自己時，到底是什麼在支持他，就必須獨自去經驗，只有這種經驗給他
無法毀壞的根基（von Franz, 1990/2002）。
因此倘若個體在團體當中透過高度結構式的安排，儘管能夠容易地「存在」
於團體之中，但個體經由對「父親原型」的依附，即過度認同於團體中的規範，
唯命是從，而缺乏「獨立的」存在，缺乏與自我內在連結，相對削減了與社交接
觸的需求，這種相對性的滿足，也讓個體依附了團體中溫暖支持的「母親原型」，
即滿足於團體當中對於遵守規則的肯定，而難以回歸內在自我與自性的力量連
結。故而當團體關係結束，團體中的力量將無法透過自性的力量持續與延展，對
成員而言，團體可能會成為「曇花一現」的存在現象。
因此團體活動的結構化的程度究竟該達到多高，才能有助於青少年順利表達
自我，又能不淪為例行的發表，而喪失成員與其個體獨特性的連結，以強化「人
際學習」此一療效因子的效用？從演練觀察舉例來說，同樣在表達自我的情緒，
「我訊息」以及「情緒卡指認」是很不一樣的活動設計（子妘，2012；yiby2000,
2010）：同樣在期望「成員探索較適當表達情感的方式」此一目標之下，兩個活
動背後都有紮實的理論根據支持著，然而「我訊息」透過認知的解構，內省的過
程外化為可行為演練操作的公式，因此在團體當中相對需要運用相當的時間，在
引導成員在「演練」這套公式，然而從榮格學派的思維來看，透過一個很理性且
邏輯的方式呈現情感的內涵，相對在表達的過程中，個體為服膺集體意識中的固
定規則（甚或是社會化所傾向的反應）就得過濾掉（甚或是壓抑掉）個人內在更
細緻與隱微的情感。因此在個體內外在的層面仍然有所隔絕而難以產生自我的對
話或形成洞察與改變；而「情緒卡指認」的活動，讓成員透過看似簡單，又只要
選擇符合所給的情境的一個情緒答案，即可完成表達的過程。然而選擇的過程，
成員須要從許多可參考的答案當中，進行辨識、篩選、比較、決定等程序，儘管
在外在客觀時間上並不是很長的時間，相對成員內在卻經過一番的省思過程，而
之後領導者則可依團體目標有更深入的引導分享與討論。Yalom 亦對於演練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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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重要原則：
「不要用結構化演練來激發情感。」
（Yalom, 1995/2003）
，筆者認
為 Yalom 此處的情感即可與 Jung 那「無法毀壞的根基經驗中的支持力量」有異
曲同工之妙。
因此從上述可知，青少年的團體諮商在方案的活動設計透過結構式的「鋪階」
─指將單一活動透過分階段的方式，含括由外在到內在、由具象到抽象、由團體
到個人的逐步螺旋式的概念步局，並於每一階段事先設計延伸的正負向備選答
案，以供成員指認、聯想、探索或對話─可以幫助成員緩和內在本能性的衝動，
一步步地與自我意識對話，整合出本我（id）與自我（ego）皆能接納的答案。
例如：「情緒卡指認」活動中，首先第一階：透過圈叉手勢來辨識不同情緒的正
負性特質；第二階：在全體表態的狀況之中，成員可藉此看見情緒的獨特性─即
每個個人對於同一感受的差異，幫助成員理解至少在團體中情緒沒有好壞對錯之
價值判斷；再是第三階：透過情境題與自我經驗連結，篩選出在面臨該情境的當
下可能出現的情緒，以幫助成員在缺乏情緒詞彙的困境下，仍能面對且表達真實
自我內在感受；第四階：請成員分享選擇的原因，幫助成員整合內在經驗，與意
識對話，進而完成適當表達情感的方式的學習。此時，領導者若有意識於成員的
心理動力整合歷程，便不至於在成員表達想法之後一一檢核其答案是否「合宜」
或者「適當」，而是去看見成員本身個體的覺察與該然（being），更從中幫助成
員在個體（即不附屬於團體中）狀態下與自性連結的力量。
因此，同為達到團體目標的要求下來結構化地設計團體方案，從「受制原型」
的一端，如教育般地在統一規則之下操演著同一公式，到與「解放原型」的一端，
在一特定主題之下無限制地任其表達，兩者之間，更需考量青少年身心特質，而
轉化為有架構地引領青少年在彼此（成員與成員、成員與領導者）涵容的、理解
的環境之下，逐步地表達其源自於與自我內在連結，並透過與意識對話所產出的
真實想法。
二、團體諮商中的規範性的探討
在團體開始之初，筆者曾就是否需訂定團體規範作討論，在過去在團體輔導
的訓練之下，團體規範的建立隱然已成為團體歷程早期階段的例行公事，然而團
體規範是否真如我們所認為如此重要？簡憶玲（2011）研究指出，在研究的各項
結構式團體活動中，在「團體凝聚力」
、
「團體投入氣氛」
、
「成員自我揭露」
、
「成
員正向人際互動」等指標的促進效果上，「團體規範」的促進效果最不理想，而
單就「團體規範」一活動來看各項指標，發現除了「團體凝聚力」一指標外，其
餘三項指標促進效果皆不理想且差距無多。團體規範的功能發揮牽涉個體是否具
正視的態度，以及是否與當下的情境相契合（圖 3.）
。因此筆者認為，在「團體」
概念之下仍無法忽視「個體」的存在，在「規則」概念之下仍無法忽視「當下」
的變動性。李燕蕙（2008）在其本土實務團體經驗上，也體驗到華人文化中具有
某種程度的「我們感」（weness）─指個體在自我構念（self-construal）上會某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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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的傾向活化的（activated）社會的價值，以同化自我評價（Marx, Stapel, &
Muller, 2005）─的傾向，意即當個體處於團體當中，會在有意識或無意識地狀況
下傾向大多數人的行為模式，而「順著大家的軌道前進」，在此文化議題下，團
體領導者若訂定較具「獨立性」的團體規範（例如：我能踴躍在團體中發言）對
團體早期而言將會是一項挑戰。因此，規範的界線從何而來？又其是否真具有約
束力？

圖 3.不同結構性活動的團體效果雷達圖
引自簡憶玲（2011）
Yalom 取向的團體蘊含認知行為理論，傾向藉評論塑造團體規範，然而團體
領導者遇到的第一個挑戰即在於：國中生能夠了解「保密原則」與「尊重」的重
要性嗎？因而往往很隱微地透過向團體示範或說明的過程，領導者傾向將「保密」
或「尊重」的期待制訂進團體規範當中。從容格學派思維來說，對於每天處於學
校固定且制式的生活常規要求底下的這群青少年，規範往往是經由對於權威者角
色認同而來的產物。正值青春期的國中生，一來對於參與團體的期待，便是跳脫
一般上課規制希求一個喘息的空間，一方面總在被要求進入團體生活並相對拋棄
自我的青少年，少有機會體驗到團體中表現自我的經驗，在沒有相對「解放」空
間的給予之下，對於「表達」只有充滿禁令與顧忌，又何來自由之後基於尊重的
保密？因此團體規範在國中生團體諮商歷程當中早期往往僅僅只是「意識」上禁
令的「受制」，而非成員真正由內在接受的默契。
除了團體進行中，領導者透過示範、增強或賦能等技術強化成員的某些行
為，而形成不成文或約定俗成的潛規則，影響團體的力量甚劇（洪育偉、林其薇、
張景然，2012），然而筆者觀察發現，成員進到團體前所受的社會化規制，也是
潛規則形成原因，特別的是，因著團體成員彼此的熟識度越高（尤其此次演練對
象為同班同學），卻越容易形成一種「潛規則」在無聲無形之中運作著。例如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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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從實務中觀察到，團體早期階段成員時常出現非語言訊息的溝通，或暗號的溝
通。相較於前者的潛規則，後者背後帶著一個很隱微的訊息是：成員們共同觀望
著團體領導者這個「外人」。因此在這訊息之下，團體領導者如何透過團體規範
通過成員的「我們」這條界線而能與成員「同在」便成為一種挑戰。團體領導者
是否仍應標榜著團體規範與成員的潛規則奮鬥？
又在活動進行當中，筆者也常常發現特別在與「界線」或「限制」有關的活
動當中，渴望「解放」的青少年，卻又囿於「學生意象」或「成員意象」的「受
制」，往往做出遊走規範邊緣那模糊地帶的行為，令領導者不知如何是好，部分
領導者傾向將這個「晦澀地帶」解讀為青少年的創意的發揮，也有部分領導者傾
向解讀為青少年未成熟的遊戲現象。
倘若回到如何塑造團體規範的議題上，筆者認為團體規範較適宜制訂的時機
恰為在這類「晦澀地帶」之間，透過反映與回饋的過程，呈現該團體如實的樣貌，
與整合集體潛意識的需求，與集體意識作對話，並從中尋求一個涵容的可能性。
這個涵容的空間既可包含個體的樣態，也可包含集體的樣態，而不純然來自於領
導者/權威者的「禁令」。
因此，在團體開始對於原先即認同於集體意識的規則(無論是社會規範、校
規，亦或青少年同儕間次文化的默契)，重新置入新規則就宛如將成員從象徵「原
生父母」的文化、社會、學校、同儕中使其強制分離，這將何等困難！是以「受
制原型」的認同的轉化不會是一朝一夕，亦非透過禁令就能達到。欲帶領成員走
向「解放原型」的一端，則需在建立關係的前提之下，協助成員對於新的團體重
新探索與檢視，除了看見大團體中的「大我」─我應該如何─，也能從中看見「小
我」─我可以如何─，而非僅順從於新規範又或者拒絕進入團體。
三、團體諮商中的任務達成與成員自由度的探討
筆者從經驗觀察到團體架構的設計越是傾向結構化，領導者對於「次序」或
「規律」也往往有越強的期待。因此當成員「依照安排完成任務」也同時符應領
導者本身內在的需求，因而感到越「安心」。然而也有領導者認為，儘管看起來
似乎活動進行得很「順利」，但是團體動力卻不見得是在較佳的狀態，相對倘若
領導者趁勢接著想嘗試引導成員進入更深度的、個人的話題時，反而接下來出現
「沉默」。
Yalom 認為「團體凝聚力」是其他療效因子得以最佳發揮的必要前提，大致
上可分為社交凝聚力及任務凝聚力。一方面是整體的團隊氣氛，一方面又是成員
個別的凝聚力，為成員留在團體中（in group）的所有力量。這是成員們在團體
中覺得溫暖與自在，有歸屬感而且重視團體的條件。一個具有較高凝聚力的團
體，自我袒露較多以及較願意去傾聽與接納別人、較有安全感且更能紓解其緊張
（陳瑞、周桂如，2002；Yalom, 1995/2003）
。因而前述現象值得領導者去省思，
究竟團體活動進行得順利是源自於成員對集體意識的「認同」行為？還是源自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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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性的「自發性」行為？
倘若加入 Jung「原型」的概念來探討，所有團體都會圍繞某種中心聚集，
中心可能具有一個純粹基於理性的目標，也可能歸屬於更高階層的圖騰或象徵。
類似人民對於國家領土的依附，團體當中則是成員容易把「母親原型」（mother
archetype）投射到自己的團體，因而傾向得到來自團體的溫暖關懷與包容；而為
使人結合起來，許多團體則運用象徵「父親原型」（farther archetype）於團體中
共通的「精神」或「理念」
，亦即前文所提及的「再造父母」
，然而團體中心的原
型必須滿足「超越經驗的需求」才能將個體帶離對父母親原型的認同，進而有新
的結合，因此尤其在團體諮商當中，中心的目標既包括「支持療癒」的傾向（母
親原型）
，也有對自身社會行為變得更有「自覺」的傾向（父親原型）
，以及彼此
在關係中產生的交互作用（超越功能）。也因此，成員對於團體的父母親原型的
認同，便是一個「受制」的過程，而團體諮商便是一個協助團體成員邁向「解放
原型」的歷程，且幫助成員不僅只於認同「受制」或「解放」任一端，而是超越
兩者而形成第三種涵容兩種原型的特殊空間，這個「超越的核心」結合了個體內
在的自性（它既是本身獨特的也是所有其他人類共有的），既真實又矛盾（von
Franz, 1990/2002）。也因此領導者感到矛盾與模糊，例如在前述「成員依照安排
完成任務」的例子顯然是成員對「父親原型」的過度認同，若過度認同「母親原
型」的成員也可能呈現嬰兒退化的狀態。
倘若領導者納入原型的概念來思考團體動力，便較不易對團體的「不順利」
感到焦慮不安，將會視團體動力為一個「動態的」歷程。Yalom 認為團體對每個
成員的吸引力是不同的，而且凝聚力並非穩定不動的，而是隨著團體進程而大大
地波動。將凝聚力加之團體的氣氛予以內化時，促進了「自我統整」的歷程（Yalom,
1995/2003）。其中「凝聚力加之團體的氣氛予以內化」，大致便與 Jung 的「超越
功能」為類似的作用。亦即當成員在團體諮商歷程當中，隨著凝聚力的變動，成
員本身也在「受制原型」認同的程度上波動著，然而當團體的氣氛越是接近涵容
的狀態，成員越是能體現「解放原型」的存在，因而嘗試表現真實自我，然在凝
聚力的牽制之下，個體越能表現出適合於團體當中表達而不失個人獨特的行為。
又團體諮商與一般群體的不同之處，就在於「衝突發生時，關係不破裂，溝
通不中斷。」因而穩定的團體基本架構相對為關係提供了基本保證，而領導者若
能在團體「卡住」的同時啟動「超越功能」，非但不急於執行團體原定流程，但
仍在團體應有的架構之下，還能夠慢下步調，協助團體澄清整個團體以及目前各
個成員此時此刻的狀態，同時連結來自父母親原型的力量，甚或更多，便能轉化
團體此刻的危機為契機。
因此若從原型的思維考量團體方案設計上，仍應在「受制原型」的架構上，
訂定出團體歷程需有的流程，然在「解放原型」的思考上，則除了方案本身活動
設計上可以有更多彈性，例如備用的口袋活動等，在領導者本身自我覺察的能力
上，也應具有引導成員回歸當下，使團體中每個人（包括領導者與每個成員），
都能與內在自我連結，才能在成員表現非預期行為時，對團體接下來的流程作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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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的決定。
四、領導者的自我揭露與示範的催化性的探討
筆者在實務中觀察發現，結構式的團體諮商常透過情境的設計或問題的設
定，來引導成員互動與分享，進而產生自我覺察與改變動機。為了催化團體歷程
的進行，以利作為接下來成員的發言的開端。而很多領導者傾向以自己親身經驗
為例，透過「自我揭露」為示範，然而觀察中也發現「自我揭露」卻不見得必能
有效催化成員的分享，究竟其中差異為何？鍾宇星（2009）在其研究中指出，以
歷程為焦點的團體諮商，領導者需要對於個人有深入的覺察，才能夠以自身為工
具，提升歷程反映的效果。透過「自我揭露」與「示範」啟動療效因子，此過程
可以讓回饋者有助人感，被回饋者可能產生新洞察，亦增進人際關係學習與社交
技巧發展。然而令筆者好奇，對於「個人深入的覺察」，所謂「個人」究竟是指
「領導者」？亦或是指「成員」？
Yalom 表示領導者若能提高透明度並明智地運用他自己這個人，將能增加團
體的治療力量，在不必考量損害本身角色的情況下，可以直接參與團體的維繫、
塑造團體的規範，以及催化此時此地與過程的闡釋。在催化技巧上，Yalom 仍著
重「此時此地」的原則，故認為在此原則之下，領導者應把焦點由外在移至內在，
由抽象移至具象，由一般性移至個人性。
（Yalom, 1995/2003）
。因此透過分享「領
導者」個人當下具體的想法或感受，確能達到催化之效。然而筆者在課後對他組
領導者的訪問記錄當中，也發現在同時間內不同領導者自我揭露之後，其中一組
的成員分享的內容卻不如另一組為多，深度也不如另一組深。看來 Yalom 所謂「明
智地運用」值得玩味。容格學派則認為當個體內在心靈能量無法再繼續幫助個體
前進與適應外在環境時，將會回流於潛意識並啟動「情結」（complex），並透過
不同的行為方式表達出來（Stein, 1998/2011）。當人們越想將自己不願被人看見
的一面鎖在潛意識當中時，越是容易引起個體本身面對他人時的焦慮不安，特別
是當這些「陰影（shadow）」透過對身邊他人的投射而對自我產生的負面影響，
（張
雅雯、黃宗堅，2009）。例如成員傾向與不喜歡的人中斷溝通，從原先的自發性
的自我揭露轉為沉默地存在於團體之中；又或者成員可能同時感受到自我輕視及
深深輕視他人，因而一開始就拒絕加入「一群瘋子的團體」，或因為害怕被捲入
不幸的大漩渦，而不願積極地投入團體中（Yalom, 1995/2003）
。透過「投射性認
同」反而令成員容易興起「我就是這樣糟糕的人」或「我才跟你們不一樣」之類
的感受，因此當成員在意識層面地被指出自己內在不為人知的一面，個體更加困
難去接納這部分的自己。然而陰影包含著許多本能的內容及其能量，往往是晦
暗、醜陋、難以承受的面貌，卻也是個人力量之來源，因此「意識到陰影存在」
本身已具有積極的意義（林倩如，2012）。
因而特別是在包含多個個體的團體諮商當中，個體的療癒性轉化必須藉由團
體每一個人之間彼此多向的「移情」
（transference）─延伸自古典精神學派的移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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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Jung 更強調集體潛意識的共時性而將治療師與病患對彼此的投射同存在
某種空間之中，進而促進彼此的洞察─為工具，因為人與自性的關係就是我們與
他人之間的關係，人若尚未與自己建立關係，就不可能與他人建立關係（von Franz,
1990/2002）
。相對的，當領導者與成員、成員與成員之間透過移情進行多向平行
關係的投射，進而從彼此身上看見自己，便能提升個體對本身自覺的了解（無論
是成員或領導者本身），進一步對自己與同儕之間的親近關係有所承認與接納，
進而有人格的整合。因此，
「個人深入的覺察」中所謂「個人」既是指「領導者」
亦是指「成員」。
從此觀點而言，領導者在「自我揭露」的技巧使用上，倘若為有目的性地「楷
模式」的分享或針對情境作結構式的設定（例如問題─符合社會期待的解決方式
/後果），對成員來說較難進入內在心靈的接觸，而僅僅停留在意識層面的理解，
分享將可能是較為表層的、意識的、符合領導者期待的內容，更甚可能引起成員
內在自我的抗拒而出現沉默；然倘若領導者能看見自己與成員的共同處（無論多
細微），透過當下現象場中集體潛意識的對話，以多元涵容的、不評價的呈現，
將更能觸動成員個體與內在自性的連結，也相對讓成員看見在團體當中允許呈現
自己深層內在的（有時可能連平時的自己都不知道）一面。例如「當越過界線的
時候，因為期待可以快點結束（陰影的力量），所以我比別人還要快的衝到前面
（從群體中看見自己）」可能會比「在越過界線時候，因為我太過衝動，所以很
快衝到前面，結果卻失敗了（評價）」有更好的催化效果。領導者不須扮演典範，
最好是「陪伴尋找者」，陪伴團體成員發現自己的問題、答案與方向，讓團體成
員發展各自的智慧與想法，也發展與其他成員間的相互支持力量，對團體的發展
會較好些（李燕蕙，2008）。
因此在團體諮商當中，「自我揭露」若是被當作一種「示範」或「楷模」而
存在時，便是帶領團體成員更趨向「受制原型」的一端，而遵守的領導者為期許
活動順利進行所給予的規範；相對地，倘若是領導者因著個人專業訓練而有所意
識上的自我覺察，針對在團體當中彼此的移情的反映，引領領導者本身以及成員
內在潛意識提升至意識的覺察，進而看見團體中的獨特自我，便是協助團體中的
每一人皆向「解放原型」邁進。
伍、結論
儘管目前專任輔導教師處於角色定位的混沌期，對於輔導與諮商領域業務的
推展與實施，不得不同時面對到很多曖昧不明的局勢，但不可否認在專業領域上
仍較一般輔導教師具有心理諮商專業上的優勢以及角色期待。而如筆者這群由原
先的教學角色轉為諮商工作角色的專任輔導教師，更需要有一些工作內容的重新
定位與釐清。
綜上所述，在專任輔導教師設計與實施青少年的團體諮商時，若結合 Yalom
與 Jung 兩者「此時此地」、「個體化」的核心理念，並放入青少年階段發展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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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參考要素，從而思考如何引領團體成員離開對於「受制原型」的過度認同，而
向「解放原型」邁進時，首先在團體方案的設計上，能有架構地營造一個涵容的、
理解的環境，且協助成員逐步地表達其內在真實想法的活動；再是團體規範的訂
定上，則需在建立關係的前提之下，協助成員對於新的團體有重新的認識，進而
看見大團體中的應行規則，也能從中看見個人步調存在的可能；又在團體凝聚力
方面，除了活動設計上更有彈性，在領導者本身在自我覺察的同時，也應具有引
導成員回歸當下的能力，在成員表現非預期行為時，對團體接下來的流程作最佳
的決定；最後在領導者的自我揭露上，避免只當作「示範」或「楷模」而存在，
而是透過領導者對自我及對團體的覺察，反映出團體當中彼此的移情，提升對團
體中每一人對潛意識的覺察，進而看見團體中的獨特自我。在具體方法上，茲提
出以下四點供參考：
一、以青少年的身心發展階段而言，結構化的團體方案活動設計仍是需要
的，然而此處的「結構」應是以符合青少年表達的需求與限制作「鋪階」的動作，
以有助於成員間的互動及個人的覺察，而非制式化的演練。
二、在團體規範的議題上，經由該團體本身所共有的特質為團體「定調」，
會比透過規範形成禁令要來的容易幫助成員也幫助領導者一同進入團體。而這條
界線是動態的，會隨著團體在不同的時空下會有不同的改變的可能，領導者須具
備相對的覺察以及彈性。
三、在團體動力的方面，團體歷程不見得會如領導者事先設計的方案的安排
進行，但是過程當中的任何「意外」都將會是促進團體動力很好的契機，因此領
導者若能將注意力從自身移至團體成員，可趁此機會引起連結成員之間的互動與
覺察，將能提升團體的凝聚力。
四、在催化的技巧上，「自我揭露」與「示範」是鼓勵運用的技巧，然須注
意內容或主軸並非放在團體架構上，而是以成員為本位，才能結合理性與感性兩
個層面，促進成員個體化發展。
因此倘若專任輔導教師能在訂定團體計畫的同時，能夠考量青少年的發展特
質，以及從原有的學校生態系統當中，逐步發展從「團體輔導」到「團體諮商」
的架構與概念，始能更完整地建構學校系統中的輔導機制，也協助校園中全體師
生對於輔導諮商有更多的認識，避免對「輔導諮商」本身有過度的期待或不當的
理解，轉而造成專任輔導教師的工作熱忱的耗竭，才是最初教育當局增設專任輔
導教師的美意。
然而團體諮商目前於學術上仍為有待發展的領域，本文所論亦有所限制而無
法涵蓋許多尚待解決或釐清的眾多議題，故期許能作為一個開端，以期許將來有
更多相關研究與探討，能有助於專任輔導教師生存於學校生態當中的續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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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ing Yalom and Jung:
Archetype of “Containment” and “Liberation” in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Wei-Chia Huoug
Abstract
“Individuation” is a main concept in Carl Jung’s analytical psychology. It refers
to the process in which an individual eventually becomes an integrated and distinctive
being. Individuation facilitates a harmonious and consistent state between
consciousness and the prototype of subconscious complex, integrating personality
strengths and endowing it with a holistic and substantial sense.
The individuation process lacks adequate academic terminology. Using symbols
and myths, Jung guided people into actually experiencing, detecting, and exploring
the metaphor of individuation, subsequently triggering individuation. Myth is a social
collective dream wherein legendary characters and plots embody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and help humans understand the inherent prototype of their existence
and its symbolic power.
A Holy Grail (Grail) symbolizes the endless vitality and eternal supply of energy
providers. It also refers to the progressive course in which the soul integrates and
converts to a higher level of existence, and in turn reaches the ultimate realm of
everything. Thus, the pursuit of the Holy Grail is not only a myth but also a symbol of
the pursuing one's individuation.
Through the story of King Arthur and Knights of the Round Table and their quest
of the Grail, the writer deduces Jungian concepts such as polarized transcendence, the
fusion of masks and shades, the combination of Anima and Animus, and illustrates the
prototype of Jung's psychoanalytical interpretation of personality individuation. The
writer also accounts the transition of a middle-aged man in his individuation to glean
an in-depth understanding and elaboration of middle-aged men's individuation.

Keywords: group counseling, juvenile, archetype
Wei-Chia Huoug

Dept. of Guidance & Counseling,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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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格取向藝術技巧在夢魘探索的應用初探
郭蕙寧、黃宗堅*
摘要
本文旨在探討榮格取向藝術技巧應用於夢魘探索的初探，文中探討在榮格取
向中的夢魘意義、對榮格取向藝術技巧的概念，以及探討榮格取向的藝術形式和
媒材如何實際應用於夢魘的方法探索，並於文中列舉實際例子，幫助讀者了解應
用上的實際操作。

關鍵詞：榮格取向、夢魘
郭蕙寧
黃宗堅*

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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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夢以卓越的智慧引領我們看到生命的謬誤或轉機；夢也能預言未來，為我
們的生活傳遞深層而別具意義的暗示，賦予我們極具啟發的洞察（Marie-Louise
von Franz）
（引自 Mellick, 1996, p. 119）
。夢以最原始的語言向我們展現不同的風
貌，它可說是潛意識的使者，為我們傳遞來自深處的心靈訊息。
在人類夢境的形式中，有一種夢境的經驗是做夢時，經常令人感到驚恐、
厭惡或失落，有時也會伴隨冒冷汗、心悸等生理現象，甚至從夢中尖叫著驚醒，
帶著這樣使人產生排斥與畏懼感的意象或脈絡的夢常被稱為夢魘（nightmare）。
榮格（1968）認為人類世界中所有的事物都會以多元對立的形式呈現，夢魘的呈
現即是夢具有毀滅和黑暗的另一面，也是人類不想面對或厭惡的經驗，夢魘就好
比夢境的陰影，呈現人們心中不想承認或有意無意壓抑的部分，使人們在夢境中
或從夢境延續到生活中，產生極度不舒服和不自在的感受與經歷。然而，榮格
（1968）認為在每一個美好裡可能潛藏著危機，每一個黑暗中卻醞釀著積極與光
明。因此，不要害怕夢魘反而成為我們要積極面對的心靈議題，身為助人工作者，
也應該幫助個案勇於面對自我的陰影，並探索其中的正向力量。
夢魘讓我們有機會從中學習與體悟陰影要傳達與引導我們的靈魂智慧，只
不過人總是容易趨樂避苦，往往因為害怕而逃避且不理會夢魘，導致悖離真正的
自我越來越遠，也因此更難以整合心靈破碎的部分。由於上述現象，導致我們對
夢魘所代表的象徵意涵所知甚少，因此如何與夢之間架起相連的橋樑便是重要
的，它需要透過一些探索夢境的媒介來幫助我們的意識理解夢的訊息。榮格認為
原始的象徵會透過隱喻性或象徵性的意象呈現，譬如童話、神話、藝術創作，故
若要理解夢的原始象徵和語言，可透過藝術創作為媒介，使心靈語言得以具體
化。榮格取向的藝術治療師 Mellick 指出夢證明了在人的內心世界中，天生就是
具有創造力的藝術家，不受意識與文明的認知框架所綑綁，所以藝術創作與媒材
可作為與夢境溝通的媒介，幫助醒時的我們讓夢的語言具體展現出其深奧的意義
（Mellick, 1996）。
筆者認為藝術創作的泉源是來自內在深處的靈感，亦是深層自我的呈現，
能夠幫助我們透析心靈的訊息。故本文將以 Mellick（1996）的榮格取向藝術技
巧的方法為依據，探討其如何應用於夢魘的探索與洞察。
二、夢魘的意義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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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魘，也稱做惡夢，英文是 nightmare，源自於盎格魯薩克遜古語 mare，
即「惡魔」之意，最早可追溯自梵文「毀滅者」，而 mar 又有「擠壓」的意思，
故夢魘的含義是指「夜晚被惡魔毀滅壓迫的夢境」。Stevens（1995）以生物性觀
點來看，恐懼、焦慮都是人的本能機制，與生命的生存有關，而夢魘即是一種與
人類生存或求生有關的遺傳心靈機制，能夠增加本能對生死存亡的關鍵發出反
應，例如「戰鬥或逃跑」
，讓我們學習在意識有危難時的應對與適應。榮格（1968）
也說夢魘中的各種負面感受是一種警覺，所以生存本能所產生的恐懼與威脅感在
人類演化中便形成了許多典型的夢魘，包括懸掛高空中、居高掉落或下墜、處在
空曠或無法逃離的幽閉處、在黑暗中獨處、被追趕或追殺、生命受威脅、死亡之
夢、焦慮考試….等，而夢魘因人不同而有情節上的不同，可能有被強暴、攻擊、
受傷…等任何潛藏我們會感受到恐懼、害怕、焦慮的情境（Hall, 1983; Jung, 1968;
Stevens, 1995）。
榮格認為夢境的主要功能在於補償意識的缺陷，同時也提醒夢者生活中與
心靈中隱藏的危機。夢魘的心靈作用能夠幫助我們平衡內在理想與非理性想法，
看見因受到心靈寬恕而得到療癒的力量，以及在人們需要的時候提供嶄新的觀
點。不僅如此，夢魘亦有預示的作用，一些人們在生活意識中無法意識到的訊息，
經常被潛意識所感知，透過夢傳遞其中的訊息。一些夢魘內容會明確告誡夢者日
常生活中正在接近的危險以及隱微即將爆發的疾病，或是精神上的耗損。由此可
知，人們生活中的危機早被潛意識所預知，對一些夢者來說，在真實的危機發生
之前，夢就已經發佈了危險訊號。因此，若是可以勇敢地面對或遊走於宛如地獄
的夢魘中，往往能夠幫助人們自我滋養與恢復心力，以及提早因應可能的危機
（Jung, 1968; Mellick, 1996）。
此外 Marie-Louise von Franz 對夢魘感性地形容：夢魘以一種比較可怖，
卻不是真正傷害我們的直接方式，提醒著我們，以喚起心靈深層的能量來與我們
接觸，夢魘不只是一種心靈的警覺和省視，更是提醒我們意識所忽略的地方，告
訴我們特定的訊息（von Franz & Boa, 1994）
。在夢中，人們帶著恐懼與焦慮經歷
著險惡與危險，有時甚至夢醒後的感受仍延宕在生活中，或者再次想起或敘說夢
魘還餘悸猶存，我們雖不是真正親身經歷著那些夢境中的驚險，但是夢魘或恐
懼、焦慮的夢，相較於其它的夢，也突顯了夢者向來不願意、未能夠或忽略遺忘
的嚴重問題。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夢魘的本意並非想要來嚇我們，而是以一種
重度的敲擊，極力地要我們正視來自心靈潛意識的重要訊息。
三、榮格取向藝術治療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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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格認為藝術是人類心靈的救贖之一（Jung, 1968）
。從過去不同文化中所
流傳下來的童話、神話、藝術創作中，榮格發現其中蘊含著許多人類潛意識地展
現出來的心靈圖像與象徵，與夢中以及人們的自發幻想中的內容有許多不謀而合
之處，榮格看見人類心靈與藝術創作之間存在著相互的召喚，並從中歸納出許多
人類獨特或共有、集體的象徵與意象模式，他以「原型」稱之， 在人類心靈深
處存在著千千萬萬的原型，透過原型可以一探心靈的原貌與危機，因此「原型」
成為榮格探索人類心靈意象的途徑（Jung, 1968）
。人類經過文明與時間的洗禮，
心靈遭遇了許多非預期的危機，造成內在分裂與隔閡，危機也會經由潛意識的夢
或自發幻想來傳達訊息，這些訊息中充滿著人類的原型意象與象徵。因此原型可
透過隱喻性或象徵性的夢境、圖像或意向等途徑來表達，而為了能夠通透原型的
語言而讓心靈達致完整，榮格認為整合的方式之一是將來自心靈的象徵意象具體
化，可由繪畫、寫作、書寫、舞蹈、黏土、面具和戲劇…等多種表達性的藝術形
式呈現（Jung, 1968; Mellick, 1996）。
榮格歸納出原型與象徵的概念的途徑之一是來自許多藝術創作，因此他強
調在藝術創作可以探索出來自人類共有經驗的精神意象：原型及象徵，故榮格取
向的藝術治療是以「原型」的概念為基礎。王秀絨（2011）運用原型藝術治療歸
納出幾個重要概念：（一）讓個案有進行象徵意象表現的機會，例如透過自發性
之繪畫創作，以瞭解心靈運作過程；（二）與個案一起理解或詮釋創作中的象徵
或意象，找出心靈對於危機的內在解決，以發掘心靈想要成長或自我療癒的企
圖；（三）運用隱喻想像性的語言，例如神話、詩詞意象或不同文化的思考角度
等擴展象徵意象的意義，帶來全新可能性；（四）關於生命中的負向部分，會帶
來陰影，惟有體會或接受。Mellick（1996）亦指出探索來自心靈潛藏的訊息，不
要受到意識的干擾，純然的創造表達，以最原始的覺察來進行心靈的創作，透過
想像力進行內在旅程的最好嚮導，在覺察中來回並對創作的旅程進行反思。進行
表達性藝術治療的夢工作時，王秀絨和 Mellick 以榮格概念為基礎提出進行的原
則，其中擴展與想像是進入藝術探索的入門，故下文將以榮格取向之藝術技巧方
式進行對夢魘內容之探索。
四、榮格取向藝術技巧在夢魘探索之應用
夢魘是人們熟悉不過的經驗，但是夢魘的語言訊息在於象徵，如何將象徵
轉化成意識所能夠懂的形式，可以幫助人瞭解夢魘所要傳達的心靈訊息，藝術創
作的靈感來自潛意識，因此將藝術創作作為與潛意識溝通的橋梁可以幫助我們突

- 21 -

破對夢的不理解，進一步把夢境的訊息具體化。故以下參考Mellick（1996）的觀
點，探討榮格取向及運用藝術技巧時，如何應用於夢魘探索上。
（一）探索夢魘意象的正向與負向聯想
夢魘中存在著許多的象徵意象，Mellick提出可引領當事人來創造夢魘中象
徵意象的正面與負面的想像。榮格向來強調完美中必然有缺陷，而殘敗中必然有
美好。在許多正向的聯想中，會發現隱藏在其中令人不滿、不舒服的假象，而當
事人在生活中可能已經誤解了這些正向特質的真實性，而負向意象與聯想潛藏的
內容可能是讓人難以想像的積極與可能性。以下則以Mellick的一位個案的夢魘與
探索經歷說明。
夢境內容：
在一個清掃環境的考察中我撿起一些紙，我以為是吸管卻染有愛滋病毒的
注射針頭突然刺穿我的嘴唇，我確定那上頭染有愛滋病毒，我感到驚恐害怕但什
麼都不能做，我快要死亡，我哭泣著醒來。
個案是一名內心與生活中皆有穩定健康之關係的律師，他從夢魘中尖叫驚
醒，但無法有創意地探索夢，Mellick 幫助個案擴展對「愛滋病」的聯想，當然，
一開始的聯想都是負面的，但個案開始試著聯想正面的意像，他從正面聯想中驚
訝的發現「和自己工作的愛滋患者們，儘管不斷地覺察到最深層痛苦的害怕，但
卻清楚知道他們自己感受為何，也知道有哪些根本不值得擔心，重要的是，他們
承諾會好好活著」，從上述，個案看到夢境的負面「愛滋病」意象的正面意義，
幫助個案擴展了精神意識與視野的層面，此外，也進一步找到自己的心理動力：
「我清理生活中的凌亂片斷（夢中的環境），被一些耗費生活與心力的東西所傷
（針頭），而我現在可以從工作中的凌亂超越心中的害怕，並專注對我真正重要
的部分」。由上述案例可知，當個案創造所有的光明與黑暗面的聯想時，除了驚
恐和害怕被看見之外，亦探索到個案的心理動力和認知狀態，以及其他正向的可
能性。
（二）在夢魘中尋找相對的意象
經上述的案例中，我們發現若是不瞭解夢魘的意義與作用，經常會陷入夢
魘只是一齣在夜晚上演的恐怖戲碼的想像，我們經常只看到或感受到夢魘嚇人、
驚恐的一面，而忽略了夢魘中是否存在著足以令人為之一振的象徵與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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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llick建議諮商師可以引導當事人深入夢境，仔細地檢查翻敲、尋找象徵
的「相對意義」，思考夢中的脈絡、情節，其中的觀念與和態度，並探尋日常生
活中，當事人是否過度曲解了含有正面意義的價值觀，或是否認了心靈的負面陰
影？例如，夢到自己的伴侶是殺人狂，這意味著夢者可能只看到伴侶的理想與美
好，而忽略了其他可能的不完美與缺點，夢魘並非是可怕的，而是用比較「衝擊」
的方式提醒夢者，應該看見對方的一切並接納之，而不是只有眼中的那些美好。
再以上述夢見愛滋病的個案為例，Mellick 和個案找到夢魘是經由「一個知
道如何讓她覺醒的神仙教母」所傳遞來的智慧，進一步讓個案得以改變與糾正他
原以為的正面或正確信念，個案覺察到：「這個夢描述著『我認為這是一個美好
的理想世界，我沒有遇過危險，所以我總是能因為好的行為而有所回報，聽起來
相當單純，我像是全然地相信這個世界』，但我猜夢魘是要來提醒我那過度的理
想完美主義與正義感！」，個案洞察到夢極度要表達的特定訊息是：個案需去注
意可能會危害到他的不合理信念（Mellick, 1996）
。由案例可知，夢魘以負面可怕
的影像來提醒我們內在心靈的危機，並於夢中也賦予我們生命的轉機。因此，積
極的尋找夢中的負面對立面，可以幫助我們看到更多心靈的正面力量。
（三）把夢魘幻化成一首小詩
詩文可以幫助夢魘個案看到意象中的個人獨特意義，例如本能、情緒、情
感或任何在意的部分，同時看到夢中原型的意義，在詩裡會包含夢魘中狂野原始
與澎湃的情緒與直覺，詩文結構亦可捕捉夢魘中的情感強度，以及嚇得理性意識
潰決的能量（Mellick, 1996）。
Mellick提出的這個方法，可以「自由書寫」的方式協助個案，先引導個案
快速、不加以思索地寫下夢魘內容，接著再按照書寫次序，將自由書寫的文句將
夢魘變成一首詩，而詩可以是任何形式，例如絕句、律詩或者新詩。以下是Mellick
舉的個案夢境探索說明。
夢境內容：
有一隻非常大隻的熊，和我們成為朋友，已被馴養且溫順，住在對街的一
間漂亮小屋裡，但事情出了差錯，一個寶寶開始哭，熊跑到寶寶身邊，要保護孩
子，但當牠準備抱起寶寶時，牠的爪抓傷嬰兒，嬰兒發出尖銳刺耳的尖叫聲，我
們趕緊保護孩子，把熊趕走，熊失去了有爪子的手掌，掉落在地板上，我們發現
我們竟然因為與牠做朋友而創造出一個殺人怪獸，然後我們看到其他人被殺，或
是有人要殺了這隻熊，當槍聲響起時，有人被殺了，於是我們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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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對於夢境內容的驚駭感到震驚恐懼，Mellick幫助他運用重要的關鍵
字，將意象與感覺置入詩文的行距中。以下是夢境詩文：
熊與孩子

成為朋友

大隻的熊住在

一間漂亮小屋裡

在我家對面

事情出了差錯

一個孩子哭

熊想要保護孩子

但抓傷孩子

孩子的刺耳尖叫聲

我們趕緊

把熊趕走

牠失去一隻手掌
槍聲響起

爪子掉在地板上

有人，也許是熊

我們竟創造出一隻怪獸

被殺了

經由與它做朋友。

個案將夢寫成詩之後，他感覺到自己掌控了內在的驚慌情緒，意識到不管
自己是如何在生活中表現柔順，終究還是存有原始凶猛的本能，就向夢中的意
象，即使是友善的熊，也有兇殘和傷害的一面，於是，個案開始學習辨別和尊重
自己內在的凶猛，他從這個夢中洞察到「自己可以更泰然自若地悠遊與面對心靈
狂野與兇殘的性情部分」（Mellick, 1996）。雖然詩文的字句不多，卻可抓住夢境
的重點，幫助夢者洞察自我，對夢魘的意義一目了然，並且可以安全氛圍中釋放
自我過猛的情緒，了解自己的原始面貌，整合不喜歡、抗拒的陰影。
（四）創造具有能量的繪畫
Mellick（1996）認為，當與夢魘一同工作時，可能遇到各種不同的情境，
例如諮商師與個案一起卡在某個脈絡中，或者承擔了過多無法處理的意象時，此
時透過繪畫將夢魘呈現，並慢慢的接近繪畫中呈現的內容與散發出來的能量，能
夠幫助我們洞察夢魘的具體智慧。繪畫所使用的媒材工具，可依照不同情境或不
同狀態，以及個人偏好來選擇。繪畫能夠通透深層的自我內在，也是一旦擁有工
具，便可以輕鬆自我探索的一種藝術探索方式。
以下是Mellick提供繪畫夢魘的幾個建議和方向：
1.

設定時間限制，在一個有限時間中，快速且不加思索地創作，透過無意識、
不自覺的繪畫，將夢魘的任何可能性表達出來。

2.

創作時，盡量避開處於壓力之下的情況，諮商師可以幫助當事人減緩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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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進行放鬆活動，或者建議當事人生活中創作之前可以先做一些減壓的運
動，或做些輕鬆且重複的事情。
3.

慎選繪畫的紙張。繪畫時可選擇大紙張，或者依照個人喜好選擇理想適合的
紙張尺寸，只要紙張足以承受繪畫所帶來的各種能量。

4.

限定繪畫的範圍。選好紙張尺寸之後，在紙上畫一個足以讓視覺容納的區
域，一般來說，可以一個人喜好的顏色圍出一個安全堅固的範圍。如果覺得
光是範圍還不夠，可以更有力的具象物來幫助範圍的堅固，例如金屬邊、粗
線框等。

5.

繪畫時，諮商師可協助個案經常檢視內在動力的轉換狀態。當在繪畫時，我
們可以正在經歷一場場的心靈轉換，因此，檢視畫畫時的感受是重要的，可
以幫助我們更加瞭解夢魘所欲帶來的心靈訊息。

6.

當感覺到內在充斥過多的能量時，可以透過動態的方式，例如跳上跳下，大
吼大叫，幫助自己宣洩過滿的能量。繪畫的功能之一便是在幫助繪者釋放內
在承載過量或過去壓抑太久的能量，例如情緒，所以當繪畫時，感覺到過度
的能量即將傾瀉而出，透過身體的動能有助於緩解。
Mellick也提醒，結束畫作之後，為之命名，並標上日期，接著只要放下畫

作，試圖忘記畫作即可，因為過程中，個案已好好地和夢在一起，去聆聽夢的聲
音以及還原夢境了，所以只要自在地允許心靈安靜地將這股夢魘帶出來的能量吸
收回去。
（五）創作具有療癒性的曼陀羅
榮格在東方文化中，不約而同發現類似的曼陀羅繪畫，具有幫助人們與自
我相遇的作用，是對最深層的自我核心的完整理解，曼陀羅的圓具有保護和讓人
趨向完整的療癒效果，也象徵著心靈的中心（Jung, 1968）
。由此可知，曼陀羅不
僅可以增強心靈，在繪製曼陀羅的過程中，亦能夠進入深層的狀態（Jung, 1968;
Mellick, 1996），Mellick也強調曼陀羅繪畫幫助我們與內在的靈魂接觸，讓我們
們回到內在心靈深處表示敬意。
然而，夢魘如同空氣，存在我們的潛意識心靈中，有時候我們會受到夢魘
的騷擾而不斷出現壓力大、持續驚嚇的狀況，曼陀羅能夠促使我們的心靈安定，
內在平和，並為生活找到秩序與中心（Jung, 1968）
。Mellick提出曼陀羅繪畫的步
驟：可以先從引導個案先在一張紙（黑色或白色）上自在地畫一個封閉的圓開始，
接著在圓圈中隨意地畫，直到個案感覺夢魘所帶來的感受逐漸消散、慌亂不定的
自我被安下來，而最後可為夢魘所創作出的曼陀羅選擇適合的媒材著色。透過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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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羅的繪畫幫助個案搜尋到更多的內在力量。
曼陀羅的繪製不需要複雜，簡單的曼陀羅就非常地有力量。而繪製曼陀羅
也是在幫助我們先放下夢魘，不要總是持續的進入夢魘、瞭解夢魘，因為如同
Mellick強調的，有時候在探索夢魘的恐怖旅程的行動之後，個案所需要的僅僅只
是知道回家的心靈之路。
（六）讓夢魘歸入大自然的循環中
Mellick不僅是榮格取向的藝術治療者，也是一位人類學研究者，她從自己
過去在人類學中所觀察、得到的知識，將之運用到夢境藝術治療的探索上。她認
為夢魘可以經過與大自然「合而為一」的儀式得到釋放，所以這個方式不限於在
諮商室中進行，夢者可以找一個下雨天，在雨中想著夢魘，並幻想夢魘隨著雨點
洗刷其中的痛苦與驚恐，夢魘隨著雨水流入大自然，成為大自然的一部分。或者，
將夢寫在一張一張的小卡片中，以祝福的心情，將小卡片撕碎、或托付給燃燒的
火，再將之歸入土壤或風中，再者，也可以在小紙片中寫下夢魘的意象或寓意，
並將其綁在一顆樹上，看著它們慢慢被自然元素吸收而有變化。此外，可將寫有
夢魘的紙張折成一艘小船，或將其包覆在一顆石頭上，然後將之托付給大自然，
給海、湖、小溪、土地、樹木、或天空與風。如果在有下雪的地方，可以在雪中
寫下夢魘，看著它們被雪包覆或是隨著雪融化。
Mellick溫柔地以這些儀式幫助自己或個案舒緩並逐漸放下承受已久的壓
力，她強調這不是破壞夢魘，而是一個象徵性的過程，幫助個案將夢魘中強大的
恐懼轉化成輕微的害怕，讓夢魘逐漸與「萬物」同化為一，讓更大力量承擔我們
心中的負面能量。儀式為夢境心靈的旅途做一個完結，並展開下一步。
（七）透過黏土的創作，賦予夢魘明確的意義
黏土在藝術創作的治療中，經常是很好用的媒彩工具，黏土的多變性可為
探索創作帶來許多細膩新奇的變化和發現。Mellick在工作中，會經常引導個案經
由呼吸與身體動作將夢魘中，心靈失去控制的能量灌入到黏土中，將害怕、憤怒、
驚恐與悲痛具體化呈現，為個案帶來小卻重要的心靈變化。以下Mellick帶領一位
個案進行夢魘黏土創作的程序說明。
夢境內容：
我和兒子在我祖母家中走著，我在房間中找到祖母，但看到的不是祖母，
而是一個面孔噁心的老女人坐在窗旁邊， 她的臉凹陷像是老鷹，不知怎的我知
道她殺了我的祖母，而她打算要殺害我的兒子，我無法逃走，對著兒子尖叫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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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他卻不肯跑，我大聲尖叫著驚醒。
1. 準備階段：在專注的創作黏土之前，先暖身與靜心。注意要將能量注入到夢
魘中，是極度困難與專注，因此先將受到夢魘影響、還在經歷夢魘而緊繃的身體
肌肉舒緩。可以拿著黏土走來走去、跳躍，並用拳頭敲打、用手指戳、拽、猛擊、
掌擊黏土，直到身體感覺到熱能。接著，選擇喜歡的黏土塊。以一手可以掌握的
黏土量進行，或者依照能量的強度，選擇偏好的黏土塊。如果想要減緩較輕微的
能量，就拿小塊的黏土，如果想要表達和減緩意象帶來的強勁能量，用較大的黏
土塊。
2. 進行階段：在設定時間內，盡情、不加思索地創作黏土，不需要任何的限制，
只需要專注在黏土的創作上，好好的探索夢魘。個案面對黏土時，將夢魘中的驚
恐、害怕的氣息注入到黏土中。創作黏土過程中，記得要給身心靈休息的機會。
進行過程中，夢魘負向的回饋讓個案感到呼吸急促、情緒能量過強，捆綁了個案
的身體，使他的肌肉堅硬與僵住，引導個案慢慢放鬆下顎、頸部與肩膀，緩慢、
深層的呼吸，將夢魘中負面意象所包含害怕氣息以及緊繃的感覺以呼吸氣流灌輸
進黏土中，個案同時試著把夢魘中的巫婆、陰影原型的精神置入黏土中。
3. 結束階段：為黏土命名與拍照以及注意隱身在黑暗中的光亮。在黏土的夢魘
工作中，夢魘被隱藏的積極力量會變得比較清晰。可以將黏土拍照下來，黑白或
彩色照相都可以，在相片中總有一面是不令人恐懼、有著相當的正面氣息。在此
階段，個案為黏土上色並照相，發現夢魘中不令人恐懼，而有著相當的善良的一
面，個案將黏土取名為「女巫與和藹仁慈的祖母」。Mellick認為黏土工作受人喜
愛之處在於許多人會注意到，不管他們如何嘗試著表達夢魘的緊張與醜陋，黏土
總是會創生出一種詼諧逗趣與友善的面貌。
最後是儀式階段，黏土為個案帶來了另一層的覺察，進入到黏土的儀式階
段，當處理黏土時，會產生平靜專注的感覺，夢魘所帶來恐懼意象被黏土削掉而
變得古怪可笑，儀式可以是各種方式，例如將黏土重擊粉碎掉、丟掉、燃燒、撕
裂、或者回收，甚至供奉黏土。不管做什麼，都抱持著來自它的教導而產生的尊
重、平靜與感謝。個案洞察了夢魘中關於陰影的矛盾，在巫婆的可怕氣息與威脅
中，逐漸將陰影原型卸除武裝，創造出與恐懼相對的滑稽逗趣的平衡，轉而變成
一個和藹親切的神仙教母，讓個案隨著陰影的轉化而有新的理解與成長。
五、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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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商師與個案該以尊敬與謙虛的心面對來自個案靈魂的智慧，夢魘以一種
不妥協的引導方式讓我們瞥見陰影原型的一部份。夢魘變化多端，而我們可以做
的不是忽略夢魘，使其凋落腐化，而是讓黑暗的意象編織屬於個體化的美麗大道
（Hall, 1983; Mellick, 1996）。筆者也提醒，諮商師在進行藝術技巧的夢境探索
時，需創造一個既安全又可以完整探索心靈的空間，應時時注意倫理的原則，應
避免當事人在藝術創作中被完美主義干擾，以及意識批評的涉入。夢魘雖可怖，
讓人驚恐與抗拒，但在實務工作中重視夢魘，透析夢魘卻是探索心靈與找到療癒
力量的首要任務。夢魘能夠當事人認清問題以及得知重要的心靈訊息，安頓個案
的心，並促進心靈強度，使人在危機當中具備足夠的能力來對抗和解決內外在的
險惡。而夢魘雖呈現心靈的對立面，但真正的目的在於轉化本我與自我的關係，
是為了「個體化歷程」而存在（Hall, 1983）。
筆者於本文概略整理榮格取向藝術技巧對於夢魘探索的應用，希望透過藝
術媒材的形式幫助諮商師與個案探索夢魘，並進一步洞察其對個案以及諮商歷程
的影響。在諮商歷程中，若能將夢魘當作探索個案內在狀態的橋樑，能夠幫助諮
商師與個案更深刻透析當下的問題與議題，為心理諮商歷程開拓出專業卻自在的
共行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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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神話故事「聖杯追尋」看中年男性自性化歷程的隱喻象徵
蘇世修* 黃宗堅
摘要
「自性化」(individuation)是榮格心理分析的主要概念之一。意指一個人最終
成為一個整合性、且不同於他人的自我所經歷的過程。自性化歷程是朝向意識和
潛意識情結中原型的和諧一致，進而統整人格各種力量，賦予人格的整體感和堅
實感。
自性化歷程很難用學術語言明白闡釋，榮格經常藉著象徵與神話等讓人在經
驗層次上碰觸、覺察並探索自性化的隱喻，進而引發自性化的歷程（Jung, 1965）
。
其中，神話(myth)是社會集體的夢；傳說中的角色與情節具體化了集體潛意識以
幫助人類理解人類存在的內在原型以及其象徵的力量。
聖杯(Grail)象徵無盡生命力，永恆源源不絕能量的提供者，也意指心靈的統
整與轉化至更高的存在層次，以達到萬物終極境界的漸進歷程。因而追求聖杯不
只是神話；也成為人們追求自性的象徵。
本文是藉由中世紀亞瑟王與圓桌武士追尋聖杯的故事。梳理出榮格的兩極超
越；面具與陰影的包融；Anima 與 Animus 的融合等，以詮釋榮格心理分析人格
自性化歷程的原型。並藉此統整筆者自身與中年男性個案自性化歷程的轉變經
驗，以深入理解、闡釋中年男性的自性化歷程。

關鍵詞：自性化、中年男性、神話、聖杯追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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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亞瑟王與圓桌武士尋找聖杯的故事是許多人自小著迷的英雄傳說。想像穿戴
閃亮盔甲的騎士們冒險犯難尋找閃亮聖杯，而且深信騎士們雖歷經種種險惡，必
能屠龍制魔，成功尋得聖杯。就心靈轉化意義而言，它可說是英雄之旅的象徵。
我們的確在各發展階段示現各自的英雄旅程。兒童想像自己是手握寶劍屠龍
的英雄；青少年認為飆車，為弱勢、正義發出不平之鳴，或是敢於對抗社會制度
也是英雄。進入職涯，認為職場中的呼風喚雨、左右逢源、步步高升才是真英雄。
成家之後則認為能擔負起一家子責任、成為妻子兒女強健依靠才是英雄。
即至中年，回顧過往斑斑英雄事蹟時，不自覺的哂然而笑；笑中還帶著淚
水，似乎這前半輩子不甘只是一段英雄屠龍的故事而已。在心中彷彿還有更深層
的波動翻攪出萬般感受與悸動。而漸漸失序的情緒；不知所以然的浮躁以及對生
命價值的懷疑似乎在呼喚著潛伏於生命某個角落、不明所以的議題，隱約感受到
自己蘊藏在內心著某種生命力量在產生化學變化。
筆者有緣學習榮格分析心理學，加以年紀漸長，對邁入中年的自身有了不
同的關照。近日有機會陪伴一位以生涯為主訴的中年男性個案。筆者發現中年男
性不管是否曾經叱咤風雲，是否達到所謂的成功或幸福，每個人的旅程都有著艱
苦辛酸、混雜著笑與淚的錐心感動。也經常不由自主的回溯自己的年少輕狂、人
生中諸多痛苦與歡樂。似乎是想整理自己，找出造就人生變化的元素，定義過往
生命的價值，以繼續面對未來生命的一切可能。
有緣再次接觸聖杯與騎士的神話，發現它隱喻著個體的探險與自性化歷程的
諸多元素。回想青少年的叛逆開啟了生涯旅程中的冒險之旅。亟於擺脫母親安全
的懷抱；投注工作、建立幸福家庭、甚至為了自我實現而轉換志業。所為的其實
是在追求「自我」生命力的整合與展現。只是沈浸汲汲忙碌追求中我們誤解了；
錯過了；甚或根本不知道。
即至中年，不安與躁動的「中年危機」喚起內在需要，提醒該整理追求自我
實現的歷程，好準備迎向另一個探險旅程。於是，筆者決定以聖杯追尋故事思索
整理自己生命，發現自性化的主題其實貫穿我們的生命中。於是與前述中年男性
個案分享。個案也在之後四次晤談中重新整理自己過去與現在，對自己之所以成
為現今的樣態有另一層的理解與感謝，同時對目前與未來生涯有較為明朗的圖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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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性化」及「自性化過程」(individuation)是榮格心理分析的主要概念之一
（Jung, 1965）
。榮格認為「自性」才是心靈的核心，是發明者、組織者，是整體
心靈的總體。一般所謂的「自我」只是意識的核心，常會因認同集體設定的角色
而脫離了自性（吳光遠，2010）。
「自性化」意指一個人最終成為一個整合性、不可分割、但又不同於他人的
自我所經歷的歷程。這歷程必須經過時間的焠煉與生命智慧的累積，朝向意識和
潛意識情結中原型的和諧一致，以統整內在力量，賦予人格的整體感和堅實感。
只是，自性化歷程很難用學術語言界定與闡釋，榮格於是經常藉著夢的分
析、煉金術、或是象徵與神話等讓人在經驗層次上碰觸、覺察並理解人類集體潛
意識中的原型；探索自性化的隱喻，進而引發自性化的歷程（Jung, 1965）。
其中，神話（myth）是社會集體的夢；是人類自己的故事（Campbell & Moyers,
1988/1995）
。神話隱約含蓄的呈現超越種族、語言、宗教、概念、對立、時空的
終極世界。各種族也藉由其特有神話故事所示現的世界秩序與感情故事表達人類
真正處境以及對自然生命存在議題的看法。也藉由傳說中的角色與情節具體化集
體潛意識的原型以幫助人們理解人類存在的內在原型以及其所象徵的力量
（Campbell, 1990/1996）。
但神話所寓示的終極世界，必須透過聆聽者、閱讀者以自身文化與理念脈絡
加以詮釋、理解方得以示現屬於他們特有的意義。誠如坎伯所言：「神話主要的
功能是使我們與現在身處的時代發生意義，而非數千年前那些遙遠陌生的時代。
神話必須回歸生活經驗而非透過意識型態與理念去認識」（Campbell,
1990/1996）
。要允許對話的展開、理解並接受神話故事的內在意涵，我們必須在
精神層次以及生活經驗中去解讀神話，並將之轉化為我們實存生活中理解與實
踐。
聖杯以及其追尋的神話故事相當多。最耳熟能詳的是中世紀亞瑟王與圓桌武
士追尋聖杯的故事。亞瑟王與聖杯的神話始於亞瑟無意間拔起石中劍；組成圓桌
武士；聖杯出現與追尋聖杯，最後因皇后與圓桌武士之一的戀情引發圓桌武士間
的爭鬥，最後導致王朝與亞瑟自身的滅亡。由於此部神話具有豐富人類原型與集
體潛意識的象徵內涵。筆者擬藉此神話梳理出兩極的超越、面具與陰影的包融；
阿尼瑪與阿尼瑪原型的融合等，以詮釋榮格心理分析人格發展的自性化歷程的原
型，進而統整自身以及陪伴同為中年男性個案的經驗，以理解、闡釋中年男性自
性化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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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聖杯」的象徵

要談聖杯的追尋，必先瞭解聖杯的意涵。聖杯（Grail）源自於法文 grail 與
中世紀拉丁文 gradale，意指可裝盛滿足萬物餐點的容器。聖杯的原型意象可追
溯至羅馬時期的一個紀念碑。碑中坐在最中間的人物頭上有一對鹿角，代表著週
期的成長生生不息。在他的膝前放著一隻「豐饒角」
，角中源源不絕的流出穀物。
這支角代表聖杯；象徵無盡生命力、永恆的能量源源不絕的提供者，而這能量是
在我們每個人的心中。1966 年歐洲的一副畫作可作為典型的象徵。畫作呈現在
封閉的花園裡，玫瑰從花瓶中綻放，傳遞出聖杯完滿、包容、與充滿資源的象徵
（Ronnberg & Martin, 2010）。
基督教將聖杯延伸成約瑟夫盛裝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時所流聖血的容器。意
指耶穌基督的聖血可提供源源不絕的生命力量；無止境的豐盛人類心靈渴望
（Campbell, 1990/1996），這也是大家較為熟悉的聖杯。
「聖杯」詞源也意指心靈的統整與轉化：「聚集萬物，支持提升至更高的存
在層次」以達到萬物終極境界的漸進歷程。在中世紀的文學中，聖杯則成為騎士
追尋的神秘目標。追尋聖杯象徵著追尋者追求心靈的統整與轉化。但是追尋的歷
程是漫長且艱鉅的，必然會遭逢陌生的道路與錯誤的轉折，唯有謙遜的勇氣與天
賜恩典方可尋得（Ronnberg & Martin, 2010）。
綜合上述，聖杯象徵著可以盛裝尋求者內在源源不絕自性本質與能量的容
器。追求聖杯就像是個人尋求自己內在本質與能量的自性化歷程。過程必然會喚
起個人生命與靈魂深處情結與危險；有許多艱險的橋樑要跨越；有阻礙要克服、
有怪獸要制服，但基於與人類靈魂碰觸的期待以及超越世俗完美的追求，象徵自
性化的聖杯追尋成為歷久不衰的神話傳奇。

參、「亞瑟王與聖杯的傳奇」神話大要

關於聖杯與其追尋的傳說相當多，其中最為人熟知的是「亞瑟王與聖杯的傳
奇」
。這部傳說是源自不知名的西妥教會（Cistercian）修士所寫「聖杯遠征記」，
後來被翻譯濃縮而成「亞瑟王之死」。其中聖杯被描述為盛裝基督對人類生命熱
愛的容器；是耶穌基督最後晚餐所用的酒杯，以及耶穌受難之際用來承接其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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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容器，傳遞的是基督教觀點的聖杯。
基督教用「基督」取代了原本聖杯所代表源自個人心中源源不絕力量的隱喻
與象徵。基督教的教義裡強調個人不是單獨的個體，而是社會的一份子，是整個
大有機體中的一個組成器官，所以強調忠誠、一致與團結。於是人們依恃著唯一
的信仰，不論信或者不信都必須去做教會以及教義認為該做的事，比如堅守唯一
的婚姻以及愛情。亞瑟王朝與聖杯傳奇的神話基本上循著這個價值思維。但是，
故事中許多情節所隱含個體自性的統整與超越的象徵與意義更值得深入分析。
亞瑟自小由梅林教育長大。亞瑟 15 歲時彭德剛國王過世，英國陷入一片混
亂。梅林來到了倫敦見了主教，並召集所有的騎士，向騎士們展現石中劍。同時
告示天下：
「能拔出石中劍的人便是英國真正的國王」
。青少年亞瑟為其參加比賽
而忘記拿劍的哥哥返家取劍未得時，想到不妨試著取石中劍。不料輕易的取出了
石中劍而被賦予了英國國王的神聖使命。亞瑟登基後離開倫敦，在佳麥洛建立了
自己的王國。
亞瑟在與梅林拜訪鄰國時結識鄰國國王女兒桂妮芙公主，兩人情投意合下便
不顧梅林預測桂妮芙會為亞瑟帶來厄運的提醒而成婚。返國途中，亞瑟在湖邊得
到靈湖女神贈與寶劍，但也預示「劍在人在，劍亡人亡」，並要求亞瑟王在離開
人世前務必歸還寶劍。
亞瑟治理王朝初始就依梅林建議，邀請效忠的騎士共謀國家大事，於是有了
圓桌武士的形成。在一次圓桌武士聚會時，兩個天使護衛著聖杯出現，開啟了圓
桌武士尋找聖杯的歷程。雖然所有的武士都出征尋找聖杯，但最後只剩三位可以
進入聖杯的聖殿，就是藍斯洛、他的小孩迦勒海以及伯爾斯。最終也只有迦勒海
得以碰觸聖杯而得到靈魂的完整。
圓桌武士之一的藍斯洛爵士私下早與皇后桂妮芙彼此相愛。亞瑟王出訪法國
時，皇后桂妮芙被鄰國趁機擄走。藍斯洛奮不顧身的跨越了危床、長劍橋救出了
皇后，他與皇后戀情也因此被發現，亞瑟不得已必須判桂妮芙死刑。藍斯洛捨命
救出桂妮芙，也因此如梅林預言的開啟了藍斯洛與亞瑟王朝的紛爭。在激烈爭戰
後雖然亞瑟王與藍斯洛和解，但卻導致另一圓桌武士莫德瑞的背叛。亞瑟與莫德
瑞決戰之前，靈湖女神突然現身召喚。在激烈戰事後，亞瑟雖擊敗莫德瑞，但也
結束了王朝與自己的生命，其靈魂由靈湖女神伴隨升天。

肆、 聖杯追尋的自性化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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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瑟王與聖杯傳奇是個有關英雄之旅的神話，坎伯追溯了全世界的神話，認
為人的自性化歷程可化約為一個「英雄的旅程」，它是集體潛意識中個人渴望成
為獨一無二、無可取代存在的原型（Campbell, 1990/1996）。這也呼應「自性化」
的終極意義。因為「自性化」歷程即指個體聚集現實世界於己身，心理上整合阿
尼瑪（anima，陰性特質）與阿尼瑪司（animus，陽性特質）
；跨越對立；融合人
格面具（persona）與陰影（shadow）等的孤獨冒險歷程，終求成為完整，不同
於他人的個體。

一、自性化是脫離、冒險與孤獨的旅程

自性化的歷程就如同英雄旅程般是一個靈性等待被發覺、被開啟的歷程，也
是面對生命底層的畏懼、自我懷疑、一步步的發展出生命無畏力量的壯闊冒險
（Campbell, J. & Moyers, B., 1988/1995）
。但是，邁向自性化也需視個人是否有機
會或意願聆聽「自性」的聲音。只有當自我放棄意識所堅持意圖和希望；願意冒
險去經驗深刻孤獨的存在經驗時，自性化才得以發生。
亞瑟王的圓桌騎士們開始追尋聖杯是在原已承平安逸的時期。直到天使護送
著覆蓋著薄紗的聖杯盤旋在武士們的上方。所有騎士莫不欣喜的接受「冒險」的
召喚。即使他們深知這趟冒險之旅表示要放棄原已安逸的生活，耽溺的習性，重
拾探索冒險的人生使命。
「離家」
、
「脫離母性之繭」
、
「冒險」象徵的都是揚棄安全、舒適的事物以及
原本毫無自覺的存在狀態。個體必須經過這個階段才可以回應內在的召喚，向前
邁進而非停留原地，否則只能逐漸失去自覺而不再成長。
冒險探索的自性追尋需獨自承擔與面對。圓桌武士們邁向聖杯追尋的旅途
前，天使要求騎士必須個別探尋聖杯。「結伴」、「從眾」是「不光榮」的，這要
求象徵個體必須自己獨自冒險才得以找到屬於自己源源不絕的生命力。因為自性
是要活出自己的獨特性，不能完全依循別人走過的路，即使面對許多條別人曾經
走過的路或有前人指引，終究仍必須自己體驗、覺悟。
自性化的經驗是煎熬的。亞瑟王的騎士們接受聖杯追尋的任務後，各自進入
自己所選擇的黑暗深林之途。「深林」隱喻著人內心的最深處。進入內心深處就
是進入精神荒原的原型，途中會感受到存在的孤獨、死亡等議題；感受到整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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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墜落」的抑鬱與憂愁。個人必須掙脫、探索；甚至面對未知或是不知所以而「崩
潰」。唯有面對自性的真相；漸漸放下自我的執著而「臣服」於自性，最終方能
體驗到對自己與眾生的接納與慈悲而再生（Preece, 2006/2008）。
上述故事情節描繪出自性化歷程的意象，就是個體孤獨在深林中的探險之
旅。探險往往起於對生命的嚮往與好奇的回應；以及對安逸習性的自覺與出脫。
唯有經歷且熬過墜落、崩潰、放下、臣服與再生歷程才得以完成自性之路。然而，
艱辛旅程是孤獨的；是無法因循的，即使所謂的上師或先賢、智者也只是鼓勵、
引導入門，我們終必須經由個人獨特的體悟才能完成自性化之旅。

二、自性化是在自身所在的世界中尋覓自身本性

自性化雖強調個體獨特性，但必須是植基於實際生活中的實踐歷程。也就是
在現實世界中腳踏實地接受挑戰但又清楚知道現實生活不是終極意義。要不受制
於現實，但又不能自我中心而脫離現實。如同榮格提醒自性化過程是「不同於他
人」「…不是與世隔絕，而是聚世界於己身」；「自性化過程容易和自我意識相混
淆，並把『自我』認做『自性』
，…這樣，自性化僅僅是自我中心。」
（引自申荷
永，2004，p. 180）。
亞瑟王騎士中最有名的主角藍斯洛原就是個具有本真且勇於擺脫世俗面具
束縛、追求真我與自性融合的個體。但最後也無緣碰觸聖杯，因為他沒有對違背
倫常愛上皇后桂妮芙悔罪，即使他曾發自於善心的幫助手持耶穌轉化肉身而不支
跌倒的神父。而藍斯洛兒子迦勒海卻通過考驗，親見聖杯而得到淨化。迦勒海名
源自希伯來文，意為「大量的見證」，象徵必須經過符合基督教教義與規範見證
的人才得以得到聖杯。這段傳說雖帶著濃厚基督教教義色彩，但也提醒個人追求
自性化路上可能有的盲點。
薩謬爾斯曾言：「深入於內在世界會產生趨於自戀的危險，…伴隨著自性化
的過程將會出現各種表現，包括反社會行為。」
（引自申荷永，2004，p. 180-181）
。
所以，自性化強調與他人不同是為了凸顯活出自己的獨特性的重要，並非鼓勵忽
略或反對自身深處的集體，而是強調活在現實世界中但不能喪失對自性的關照與
追尋。

三、自性化歷程是人格面具與陰影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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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格提出原型（Archetype）代表人類原始經驗的累積集結，是集體潛意識
中最重要的內容。它是心靈象徵的關鍵元素，屬於一種來自遠古祖先傳遞的記憶
刻痕，只要呼應的情境出現便會再次呈現在個體的生命經驗之中（張雅雯、黃宗
堅，2009）。其中，人格面具與陰影是經常被提到的原型概念，在自性化歷程中
也是相當重要的元素（Sharf, 1999）。
人們經由學習與教養，文化的薰陶以及道德規範的洗禮後，人們學習以符合
其社會認可的身份樣貌面對他人與自己，以呈現合宜的互動人際模式，這就成為
「人格面具」。人格面具往往呈現出正向、光明、有力量、良善的，主要是讓我
們符合社會主流需求，卻也同時拒絕或否認掉一些部分，被否認拒絕的部分便成
為陰影。
陰影是我們內心深處隱藏的或無意識的心理層面。陰影的組成可能是自我意
識的壓抑，或是自我意識從未認識；或是排斥的內容。但陰影包含了許多本能的
能量以及原始的心理需求，只是被人格面具拒絕而潛藏。陰影是人不能忽略的實
存，所以與陰影的整合也是心理分析治療相當重要得目的，更是邁向自性化相當
重要的過程。
騎士精神具有少年原型，少年原型象徵超越性的精神力量；帶有憧憬、宏願、
救世主解脫人世痛苦的理想意象。但是少年原型的意象將我們往上拉；脫離人世
以解脫，但也可能無法連結實際生活與感受。往往為了維持表面純潔與救世的崇
高心靈而逃避人世、生活與關係，而忽略了自己仍有在世為人的實存意義（Preece,
2006/2008）
。如此一來，救世主的使命就轉化為僵化的人格面具；疏離了實際生
活與情感。
「為自己出征」
（Fisher, 1987/1998）中的騎士總相信世界的每個角落隨時需
要他，於是整天戴著盔甲生活，以致於盔甲都已經生鏽無法脫下。他長久沒有真
正的感受自己的需要、感情、甚至於無法表達愛，也就是他從不見其自性。直到
經歷了感情並當下的承擔，接受情感、身體之後，盔甲漸漸鬆脫剝去，方得見得
其本性。
亞瑟王與聖杯傳奇中的藍斯洛是亞瑟王最偉大的騎士。但他瘋狂的愛上王后
桂妮芙，當桂妮芙被綁架時，奮不顧身的去拯救桂妮芙。拯救過程他必須通過幾
個試煉，其中一個是因趕路累死兩匹坐騎，藍斯洛帶著一身鎧甲徒步而行時遇到
載著犯人的車子，他原本想坐車可以快一點，但隨即猶疑這樣有損騎士身份與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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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的榮譽。那一剎那，救皇后的本心被人格面具壓抑下成為陰影。雖然他只猶疑
一下終究跳上車。可是救回桂妮芙時，桂妮芙仍因他曾囿於騎士與鎧甲面具的猶
疑而對他冷淡。這段故事隱喻著個體必須放下習以為常僵化的人格面具，順著自
身的本性與實現實世界的需要，避免因人格面具而有意識排除本性的需求，使之
成為陰影。
同一傳說，亞瑟王在知悉桂妮芙與藍斯洛的愛情，原本基於真愛；即使暴怒
憎恨、嫉妒，但仍想選擇原諒，不想追究。可惜因為「國王」這個面具讓他不得
不壓抑自己出自真愛的本性反應；下令處死桂妮芙，但私下又希望藍斯洛可以去
拯救桂妮芙。這就是典型人格面具與陰影的矛盾。受到人格面具的箝制也導致王
朝的紛擾崩裂。如果亞瑟王能理解並接納恨意背後真正的愛情而給於祝福，這個
愛就不會轉化為陰影，也將預示著不同的人生結局。
陰影伴隨著陽光出現。人在朝向光明時往往會忽略甚至抗拒面對陰影。我們
無須否定「陰影」，否定陰影就是活在人生的假象中。我們往往為了維繫著人格
面具壓抑憤怒、嫉妒、愛慾、貪婪、無知、甚至於創傷等不被人接受的情感與壞
習慣而造就了陰影（Preece, 2006/2008）
。但陰影都是身為人就都會有的，不需克
制壓抑，而是接受如其所是的自己。如同聖嚴法師所言：接受它；才能面對它、
處理它；最後放下它。唯有同時觀照人格面具與陰影，對陰影坦誠開放；感恩面
具的保護，方能整合成為一個完整的自己。

四、 自性化歷程中「阿尼瑪」與「阿尼瑪司」原型的融合

「阿尼瑪」原型是男性內在女性原型的象徵意象，榮格曾描述「阿尼瑪」就
是男人心中的靈魂，但必須藉由投射，才能將內在的女性原型具體化。因此，從
男性投射出的「阿尼瑪」原型可以窺見男性心中較完整的靈魂。反之，「阿尼瑪
司」則是女性內在的男性原型，同樣可由其投射在另一人的「阿尼瑪司」原型探
見其自性中部分的靈魂。
不論男女、男男、女女間戀愛關係，都是將自己內在的另一部份特質投射到
對方身上並因此會被吸引而追求。以榮格的觀點而言，追求投射在他人「阿尼瑪」
或「阿尼瑪司」的歷程其實就是個人藉由補償效果以得到個人的整合，這是自性
化歷程的重要因素。
男女間藉由彼此的愛戀成就兩性特質的融合，亞瑟王聖杯傳說中，騎士藍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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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愛上皇后桂妮芙，以榮格觀點；他愛的是自身投射出來的某些陰性特質。但他
除了追尋所投射出的陰性特質，還必須忍耐、體驗這些特質，進而認同、擁抱這
些投射於自身內在女性特質，才得以與「阿尼瑪」融為自己生命一體。藍斯洛冒
險拯救皇后桂妮芙，他必須經過的一個試煉象徵女性善變的危床。帶著象徵男性
僵化特質的鋼盔在床上忍耐著不確定的變動。這意寓帶著堅硬外在象徵的男性，
必須體驗並耐心承受已然陌生的女性相對善變特質；進而接納、融合進生命深處。
然而，在遠古傳說的當時以及近代甚至現代，男女特質的融合最大的障礙會
是在長期男性主宰文化中男性缺乏對女性特質的謙卑與接納。亞瑟王的開始與結
束，都與靈湖女王有關。亞瑟王雖拔出石中劍，但擁有權力的劍以及生命不朽的
劍鞘卻是靈湖女神給予的。
另外，亞瑟深愛皇后桂妮芙，也因為愛生恨而導致王朝崩潰，神話傳說中處
處可見女性在男性的英雄之旅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亞瑟王死前將代表權勢力
量的寶劍還給靈湖女神，還兩次探問被派去還劍的武士是否真的歸還，象徵在女
性特質面前的謙卑。於是放下男性權力與陽性象徵的亞瑟王在象徵女性原型的女
神護送下「升天」，升天意指完成了自性化的神聖英雄之旅。隱喻男性在女性特
質前謙卑的重要，尤其在男性被權力與世俗慾望充斥昏頭的時代。

五、自性化歷程中兩極對立的超越

創世紀前，伊甸園中的亞當與夏娃都一樣只是生命而已，直到吃下代表知識
的蘋果之後他們發現了男/女的不同，人們也開始依循著對立來分辨並行動，於
是世間所有東西成了成雙的對立，由應當視為一體的意識狀態轉移到二元論的狀
態。然而「生命神秘之處是超越人類可以掌握的概念，…人類經常以對立概念思
考，然而上帝；也就是終極的真實是超越二元對立範圍，所有的二元存在都指向
終極的真實。」（引自 Campbell & Moyers, 1988/1995, p. 83）。
亞瑟王的圓桌騎士們追尋聖杯始於「中立的天使」護送著覆蓋著薄紗的聖杯
出現。「中立的天使」象徵不偏袒任一方的天使，跨越善、惡二元對立的象徵。
故事裡，藍斯洛必須穿過劍橋拯救皇后桂妮芙。
「劍」象徵割裂、
「任何沿著你道
路上的旅程都是剃刀的鋒口」
（Campbell, 1990/1996）
，它是如此的鋒利且易於失
足，但「劍橋」雖鋒利但卻可搭通兩端，象徵要跨越自性的兩個極端是需要戒慎
恐懼，且容易受傷，必須戒慎恐懼的平衡、有耐心的通過。在追求自性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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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經常會過於急切而輕忽道路鋒利。但我們也不能因橋樑鋒利而不敢跨越善與
惡；甚至是意識與潛意識、人格面具與陰影。必須有所超越才得以尋得自性的統
整與一致。
人與上帝、男與女、善與惡等其實不應是對立的而是對照。人的自性化必須
藉由對照察覺自身、接納自身，轉回和諧一致的一元而非對立，因為對立面的存
在是仰賴另一個對立面。神話告訴我們二元對立之外仍有單一，對立只是一個不
真實的影子，對立只是朝向終極超越對立真實的過程。
在聖杯神話中，一個個英雄冒險的故事，都在隱喻著對立的超越。像是自己
內在「阿尼瑪」、「阿尼瑪司」；以及人格面具與陰影的融合都是。就如同在哲學
玫瑰園的隱喻裡（河合隼雄，2004），自性原本就是存在於個體中，所謂的良善
是因為有醜惡的對照。人類世界的「是」只是用以指稱「非」
。
「對立」得以讓意
識世界鮮明，卻也讓個體必須在對立的狀態下經驗自身。藉由頓悟，人可以讓相
對應的「對立」裸露現身、共浴，而後交合、回歸純真而淨化，淨化的自身就是
「自性」，就是新生。

伍、結語

自性化是指是一個人最終成為他一個整合性、不可分割、獨一無二、無可取
代的存在。筆者由「亞瑟王與聖杯傳奇」中感受到自性化的歷程是一個靈性開啟
的歷程。個體必須在現實世界中面對生命底層的畏懼，自我懷疑、並一步步的發
展出生命無畏力量的壯闊冒險。個體也必須經歷兩性特質的融合、超越極端的對
立、脫去人格面具虛偽外表，碰觸陰影且正視陰影，進而接納以成為完整的自己。
筆者將此心得運用在一位中年男性個案晤談中。該個案年剛過半百，事業小
有成就，妻子也有穩定工作，一對子女也都已就讀大學。個案近十年開始與年老
父母同住，但父親多年前失智；母親身體仍健朗，且持續掌持家務。個案因不明
原因的情緒低落影響工作效率與家庭和諧而求助。個案自述接近五十歲時突然覺
得生活頓失動力，對工作與家庭頓失熱情，甚至思考放下高薪工作提早退休，但
卻又覺得退休不是最想要的規劃。
晤談初期，個案述及這些年與父母同住，但對母親傳統觀念與操控家事相當
反感，甚至因幫妻子分擔家事而與堅持君子遠庖廚觀念的母親起衝突。在職場
上，個案發現漸漸失去果斷、也失去社交的耐心，經常出現讓親友與自己訝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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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應；現實與內心聲音的衝突越發明顯。他開始質疑自己過去相信的價值與信念
甚至是自己的存在意義，更別提對未來的茫然。
晤談中個案精神奕奕述說青少年時期的叛逆，多次違抗父母的意思，包含重
考、出國、甚至婚姻的歷程。還有多次不自覺的想哭，尤其在在妻子面前，但卻
慌張自責於自己的情緒失控。有次還主動提及一個與青少年有關的夢境，夢中陪
伴青少年在個案老家田寮間散步，夢中最後個案向這位青少年告別，夢境裡的難
過情緒久久不去。
筆者以自身經驗，覺得個案可以藉由「聖杯追尋」理解自身發展處境，或可
邁向另一層次自性化歷程。於是在在後續四次晤談中與個案分享聖杯追尋的故
事。個案一開始就很容易連結到自己的生命經驗，瞭解到圓桌武士們獨自走進荒
野冒險彷彿也是他當時急於脫離母性之繭、展現自我的自信，而不只是青春叛逆
與年少輕狂。出現青少年的夢境讓他意識到他期待重新找回青少年的自己，找回
過去不滿安逸耽溺的豪氣。他頓時明瞭為何想要退休又不甘心；以及對工作窠臼
的不耐，因為他潛意識想再次的脫離安逸環境保護，邁向另一次冒險。
隨著聖杯傳說中「兩極跨越」部分的討論，個案回想他在求學與職場中突破
陳規，挑戰傳統「對、錯」觀念是要建立自己的生涯準則，以確定工作可以實踐
自己的信念與價值。他似乎做到了，但多年來卻經常陷在家庭、工作中是非價值
的爭執。他覺察到現在之所以猶豫不決是因為生命經驗已經悄然告訴他生命沒有
絕對的是非對錯，只有跨越、涵容對立的觀點才得以圓滿自身。他恍然大悟說可
以放下焦慮了，他說：「想到可以給自己與他人更多的空間，心裡頭好像不那麼
緊了」。
在談到藍斯洛放不下騎士盔甲時，個案先笑說：
「白癡」
，隨即也察覺他為了
社會成就，他也長年戴上保護自己的面具。最近小孩告訴他說多年來跟他講話感
覺像是跟上司講話，他終於理解為何無法與家人親近。他無奈的笑著說「為了賺
吃生活，我也戴上面具，可是…」隨即表情凝重的沈思良久。
在談人格面具同時，他也用整整將近兩次晤談提及累積多年被壓抑的憤怒、
嫉妒、焦慮、以及夢想的失落。而他覺察到焦躁、不安、沒耐心、疲累都只是陰
影的漸次現身，提醒他要撫慰被壓抑的部分自己。因此願意冒險在諮商中以空椅
對話碰觸自己的情緒陰影；又同時理解、珍惜、感謝人格面具的價值。
個案在晤談初期，有次靦腆的說自己最近經常會有想哭的衝動，尤其是在太
太面前，擔心是不是有問題。在神話談到女性特質的包融時，他原顯得很難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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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分享他與太太的相戀與婚姻，他發現太太的確擁有他部分隱藏自我。笑談夫
妻相處的點滴，他漸漸理解到為何越來越珍惜太太。
他敢於告訴同為男性的治療師他最近容易有哭泣的衝動，是他謙虛的面對自
己的女性特質；允許內在隱藏的女性特質現身；在談及兩性特質融合時，他說原
來有能力哭不是懦弱；反而可以讓自己更有人味。下一回的晤談一開始，他就輕
聲的說：
「我前兩天看電視哭了，你猜我太太怎麼說？」沈默一下，他接著說：
「她
只紅著眼眶坐過來抱我，然後…」再沈默一下，他紅著眼眶：「我真的就哭出來
了」
。離開時，突然回頭笑著說：
「其實哭…，很舒服，我只要習慣他們的不習慣」
。
接近晤談結束階段。個案說他知道夢境中與象徵自己的青少年不捨告別是因
為他仍想擁有當時對生命的初衷，這意示著他想重新迎向另一個孤獨冒險，所以
他決定不退休，要完成多年來結合工作與社會公益的夢想。「聖杯追尋」傳說讓
個案覺察到自己生涯的拉扯；也頓悟目前的困頓其實是亟欲追尋另一自性化的開
端，而他決定再次冒險，開展他的新生命。
筆者從個案與自身體驗中感受到中年男性的生命歷程就如同聖杯追尋的冒
險之旅。只要敞開心靈與自己的生命對話，將發現自己一路走來一直具有追求聖
杯的原型；若嘗試再次冒險脫離「母性之繭」，跨越人格面具與陰影、融合兩極
的對立、兩性特質。在置身所在的環境中，中年男性們亦能尋得聖杯，發揮屬於
自己獨特、源源不絕力量，邁向另一個的自性化冒險旅程。這將不只無愧我們前
半輩子，更無愧自己這一生了。

參考文獻
申荷永（2004）。心理分析入門。台北：心靈工坊。
吳光遠（2010）。現代人，越來越不會作夢：閱讀榮格。台北：海鴿文化。
河合隼雄（2004）。佛教與心理治療。台北：心靈工坊。
張雅雯、黃宗堅（2009）。白蛇傳民間故事中的原型及其隱喻：以榮格心理分析
為觀點。諮商與輔導，288，P.25-30。
Campbell, J. (1996). 神話的智慧：時空變遷中的神話（李子寧譯）
。台北：立緒。
（原著出版於 1990）
Campbell, J., & Moyers, B. (1995). 神話：內在的旅程，英雄的冒險，愛情的故事
（朱侃如譯）。台北：立緒。（原著出版於 1988）
Fisher, R. (1998). 為自己出征（王石珍譯）。台北：方智。（原著出版於 1987）

- 42 -

Jung, C. G. (1965). Memories, dreams, reflection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Preece, R. (2008). 榮格與密宗的 29 個「覺」
：佛法和心理學在個體化歷程中的交
叉點（廖世德譯）
。新北市：人本自然。（原著出版於 2006）
Ronnberg, A., & Martin, K. (Eds.). (2010). The book of symbols. Cologne, Germany:
Taschen.
Sharf, R. S. (1999). 心理治療與諮商理論—觀念與個案（游恆山、邊光昶譯）
。台
北：五南。（原著出版於 1999）

- 43 -

The Metaphoric Symbols of Middle-Aged Men's
Individuation Process in ‘‘The Quest of the Grail’’
Shih-Hsiu Su*

Tsung-Chain Huang

Abstract
“Individuation” is one of the main concepts of Carl Jung’s analytical psychology.
This term refers to the process in which an individual eventually becomes an
integrated and distinctive being. Individuation process facilitates a harmonious and
consistent state between consciousness and the prototype of subconscious complex,
integrating all the power of personality and endowing it with a holistic and substantial
sense.
It is hard to elaborate on individuation process with academic terminology. With
symbols and myths, Jung led people to actually experience, detect, and explore the
metaphor of individuation, and in turn trigger the process of individuation. Myth is a
social collective dream; the characters and plots in legends embody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and help humans understand the inherent prototype of their existence
and its symbolic power.
Holy Grail (Grail) symbolizes the endless vitality and eternal endless supply of
energy providers, and it also refers to the progressive course, in which the soul
integrates and converts to a higher level of existence and in turn reaches the ultimate
realm of everything. Thus, the pursuit of the Holy Grail is not only a myth but also
becomes a symbol of the pursuing one's individuation.
Through the story of King Arthur and knights of the Round Table in quest of the
Grail, the writer deduces the concept of Jungian polarized transcendence, the fusion of
masks and shades, the combination of Anima and Animus, etc. , and illustrates the
prototype of Jung's psychoanalytical interpretation of personality individuation
process. The writer also accounts the transition of a middle-aged man and his own
individuation process in the hope of reaching an in-depth understanding and
elaboration of middle-aged men's individuation process.
Keywords: Individuation, Middle-aged Men, The myths, The Quest of the Grail
Shih-Hsiu 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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