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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論述西方心理學界三位著名學者對靈性治療的研究。其中威廉‧詹姆斯

從個案實證研究論證宗教經驗與身心靈健全的關聯。卡爾‧榮格建立了深層心理

學與宗教心理學的理論，藉以說明人類的精神結構先天具有宗教功能和靈性需

求，人必須與生命的神性本源重建連結，才能療癒精神官能症並獲得健康的個人

成長。維克多‧弗蘭克的意義治療學指出身心靈健全的關鍵在於尋獲生命意義，

而終極意義的實現能幫助人們超克痛苦和死亡。這三位心理學者都肯認人具有內

在的靈性 (或神性) 力量作為療癒及個人轉化的終極源泉，因此可被視為西方心

理學一個重視靈性治療研究的次典範。 

 

 

關鍵詞：靈性治療／心靈醫治運動／靈性無意識／集體無意識／原型／心靈性精

神官能症／存在空虛   

 

Spiritual Therapy as Studied in Western Psychology: The Cases of William 

James, Carl Jung and Viktor Frankl 

 

 

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spiritual therapy as studied by three prominent scholars in 

Western psychology. Among them, William James, father of American psychology, 

used empirical case studies to demonstrat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religious 

                                                 
*
 本文初稿發表於佛光大學宗教學系於 2008 年 5 月 9-10 日舉辦的「第一屆比較宗教學國際學術

研討會」（主題：儀式與療癒），依照本刊兩位審查委員的建議大幅修訂增補而成本文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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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ence and mental wellbeing. Carl Jung developed the theories of depth 

psychology and religious psychology in which he argues that the human psychic 

structure has an innate “religious function” and spiritual needs, and that human beings 

need to reconnect themselves with the divine Source of Being in order to cure 

neuroses that he diagnosed as “spiritual” in nature and to achieve healthy personal 

growth. Moreover, logotherapy developed by Viktor Frankl argues that to discover the 

meaning of life is crucial to mental wellbeing and that the realization of the “ultimate 

meaning” can help people overcome and transcend suffering and death. These three 

psychologists all recognize that humans are endowed with an inner spiritual (or divine) 

power that constitutes the ultimate source of healing and personal transformation. 

Their theories can thus be seen as a sub-paradigm of Western psychology concerned 

with the studies of spiritual therapy.  

 

Keywords: spiritual therapy, mind-cure movement, the spiritual unconscious, 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 archetype, noogenic neurosis, existential vacuum. 

 

前言 

 

靈性治療法盛行於東方和西方的宗教界，流派繁多，但是把靈性治療當做一

個學術課題來研究而建立完整論述體系者並不多見。本文旨在論述西方自十九世

紀末期以來宗教心理學兩位奠基學者──美國心理學之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和榮格（Carl Jung, 1875-1961）──與意義治療學創始人弗蘭

克（Viktor Frankl, 1905-1997）對靈性治療的研究。其中詹姆斯注重實證的個案

研究，他在 1902 年出版的名著《宗教經驗之種種》（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一書中，蒐羅了大量案例，論證宗教信仰和宗教體驗如何幫助身心

靈健康和靈性轉化，並給信徒帶來生命的意義感、精神活力和心靈慰藉。詹姆斯

在這方面的研究具有深刻的意識心理和宗教心理的洞見，他也因此被稱為宗教心

理學的奠基者。二十世紀上半期榮格建立了深層心理學和宗教心理學的理論體

系，提出集體無（潛）意識（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和原型（archetype）的

學說，藉以說明人類的深層潛意識具有跟「（生命）存在本源」（Source of Being,

按指上帝）相聯結的「宗教功能」和靈性需求。根據他的學說，人對宗教和靈性

的追求是深植於潛意識心靈的一種先天傾向；靈性需求能否得到成全，是影響精

神健康的重大因素，故靈性層次的心理治療研究是榮格心理學的一項重要課題。

二十世紀後半期由存在心理學者兼精神醫學家弗蘭克所開拓的意義治療學

（logotherapy），也跟榮格心理學一樣，在西方心理學的領域內尋求突破，試圖

把心理治療提升到人性的更高層面，即靈性層面。弗蘭克因被囚禁納粹集中營的

痛苦經驗而對生命有深刻的體悟，他強調人類的根本關切並不是主流心理學者所

說的追求快樂的意志（will to pleasure）和追求權力（支配他人的優越力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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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will to power），而是追求意義的意志（will to meaning）；生命意義的實現

是身心靈健康和幸福快樂的先決條件，而現代社會普遍存在的「心靈性精神官能

症」（noogenic neurosis）以及青少年犯罪、酗酒、吸毒和性氾濫等問題，都跟缺

少生命意義有關，因此在靈性層次幫助患者重新尋獲生命的意義，被認為是心理

治療的首要課題，也是意義治療學的重點內容之一。 

 

以上三位學者都在西方心理學界佔有重要地位，然而跟一般心理學者不

同的是，他們都從人性的更高層面即靈性的層面去探求療癒之道。其中榮格和弗

蘭克諳熟西方心理學和心理治療學，只不過對弗洛依德和主流心理學的一些理論

持批判的態度，試圖脫穎而出，另立新的學派。儘管他們所建立的學派注重靈性

治療，但仍屬西方心理治療的學派。至於詹姆斯的情況則有些不同，在詹姆斯的

時代，心理學剛剛從哲學分離出來，還不是一個成熟的科學學科，因此他的《宗

教經驗之種種》雖然被稱為宗教心理學的奠基著作，但書中並沒呈現現代心理學

和心理治療學的理論，很多關於宗教心理和意識心理的洞見仍然是以哲學和文學

的方式來表現，而他所關切的課題是宗教經驗與身心靈療癒，因此學界並不以「心

理治療」來稱呼他這本經典著作的研究內容，在他的上述巨著中，也找不到「心

理治療」（psychotherapy）這個詞。換言之，他是在西方現代心理治療學尚未成

形以前，對靈性治療進行實證研究，亦即蒐集種種宗教經驗的個案（包括受到神

聖力量啟發的密契經驗、對神內在於自我的體悟、靜心專注的靈性修持、袪除憤

怒和憂慮的德行修養、因信仰而得重生、自我交付、積極心態的養成等等），論

證這些宗教經驗如何帶來身心靈的療癒或人格和生命觀的轉化。 

 

到了榮格時代，則提出集體無意識和原型的學理架構來解釋宗教心理現象

和宗教經驗，比起詹姆斯來，宗教心理學的理論顯然有所提升；靈性治療的原理

也納入了學理探討的範疇。榮格理論的另一特點是對弗洛依德所說宗教起源於性

欲壓抑而宗教信仰是退化性的精神官能症的反宗教學說提出批判和反駁，敢於挑

戰科學唯物論當道的主流心理學，把心理治療提升到靈性治療的高層次。 

 

同樣的，弗蘭克的意義治療學也對主流心理學否定人的精神能動性和自由

意志的唯物思想典範提出嚴厲批判。從意義治療學來看，西方主流心理學對行為

動機的研究都偏重低層次的和動物本能的心理動機，而忽略了人性較高層級的靈

性部份。例如弗蘭克批評弗洛依德以原慾（libido, 力比多）作為推動行為的原動

力，以追求快樂作為人的主要動機；弗洛依德以後的動機理論則提出內驅力

（drive）作為動機的來源，弗蘭克指出這些理論忽視了在人性的更高層次具有一

種自主性的、不受驅使的自由意志和動機來源，此即追求生命意義的意志和動

機，這是人性中最根本的行為動機，也是人類的最主要關切。因此他認為主流心

理學的動機理論己經過時，亟待開創新的意義動機理論。1
 如果說榮格所批判的

                                                 
1
 參見 Viktor E. Frankl, Man’s Search for Ultimate Meaning, Cambridge, Perseus Publishing,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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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弗洛依德個人的泛性論和機械動力論，那麼弗蘭克所批判的則是整個主流心

理學的科學唯物論。再者，弗蘭克提出「靈性無意識」（the spiritual unconscious）

的新概念，以補充弗洛依德之不足，因為弗洛依德所研究的個人無意識僅及於人

性低層次的生物本能的無意識，而忽略了人性較高層次具有自主性的靈性無意

識；靈性無意識的特點是彰顯人具自主能力、精神能動性和自由意志，而不是一

味被所謂“原我”（id）或「原慾」（libido）所驅策。弗蘭克指出人之所以為人

乃因人擁有自主的決定力量，能抉擇生命的意義，並為自己的行為負責，而不是

被欲望能量驅迫去做某種行為。「真實的生命存在只有當個體能為自己做決定時

才有可能；若為原我（id）所驅策，則非真實的生命存在。」2 弗蘭克一再強

調心理治療必須進入“靈性無意識”（the spiritual unconscious）的層次，他說由

於發現了本能無意識之外還存在著一個靈性無意識，因此，「意義治療學──存

在分析法的臨床應用──把心理治療擴展到心理的層面之外，去包含心靈性的層

面（noological dimension）。」3而靈性無意識又跟宗教經驗具有密切關聯，因

此意義治療學的終極涵義是宗教的靈性療癒，以弗蘭克的話來說：「存在分析的

第三階段發展，發現了在靈性無意識裡面含藏著一種無意識的宗教性

（unconscious religiousness）。我們所做的現象學分析揭示了這種無意識的宗

教性可被理解為人類心靈所固有的人跟超越力量（transcendence, 指上帝）之

間的隱匿關係。我們也可以把這種關係看成是內在自我與超越之儞

（transcendental Thou）的關係。無論我們如何稱呼它，在這裡我們所碰到的

是一種“超越的無意識”（the transcendental unconscious），它是靈性無意

識不可分割的一部份。」4弗蘭克作為一位精神病學家兼存在心理學家，能夠看

到深層潛意識含有「宗教性」，即人與神的隱秘關係，以此作為意義治療學的靈

性基礎，這是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的。 

 

宗教密契經驗與療癒 

 

宗教學界比較熟悉的宗教心理題材是詹姆斯的宗教經驗論和榮格的集體無意

識及原型學說，二者的研究方法很不相同，前者注重實證，即對各種宗教經驗及

其心理效應進行具體的描述和論證，而不談形上學的抽象義理和普遍原則（基於

此，詹姆斯曾被西方學界稱為存在主義哲學家）。5
 相形之下，榮格注重學理的

論述，即提出「集體無意識」和「原型」學說，據以論述人類的心靈先天地具有

追求個人與「存在本源」（Source of Being，指上帝）連結的「宗教功能」。方法

雖異，但二者郤有共同的歸趨──確認「宗教經驗的真實性」（reality of religious 

experience），即個人宗教經驗能帶來療癒、人格整合與靈性轉化的效果。詹姆斯

所論述的宗教經驗是多樣的，其中與榮格學說共同的一項是藉由靈性修持去體悟

                                                                                                                                            
pp.83-136. 
2
 同上書，頁 31-32。 

3同上書，頁 67。 
4同上書，頁 67-68。 
5參見 William Barrett, Irrational Man. NY: Doubleday and Co., 1976, chap 1, pp.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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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在神性，與真我自性（Self）重建連結，則人格由分裂走向統一，心靈由衝突

重歸和諧，從而達致更高的靈性轉化和個人成長。榮格把這個過程稱為「個人轉

化」（individuation）（筆者按：中文一般譯為「個性化」或「個體化」，不妥），

詹姆斯稱之為「分裂自我的統合」（unification of the divided self）和「健全心態」

（healthy mindedness）。6
  

 

詹姆斯和榮格把研究重點放在宗教經驗對身心健康和個人成長的效應，而不

是放在主流心理學所要求的，宗教經驗本身是否具有客觀的真實性或可重複性，

就宗教心理學的研究方法而言，實具有重要意義。因為效應是可以觀察的，而宗

教經驗本身則不能觀察。主流心理學便是著眼於宗教經驗的不可觀察，而否定其

研究價值。榮格一針見血指出，心理學的任務並不是要追究上帝存存或不存在，

而是要研究信仰上帝和上帝臨在的體驗能帶來什麼心理效應。宗教經驗既然能帶

來身心靈療癒及人格的真實轉化，它就具有真實性，而不是弗洛依德學派所說的

「幻想」。7
 

 

從詹姆斯所蒐集的大量個案來看，對「更高層次力量」（higher power）或超

越的神聖力量的體驗，主要是個人與超越力量之間的直接關係，而不是透過對「制

度性宗教」（基督教、天主教等）來達成。事實上，他認為制度性宗教的教條、

儀軌和組織可能成為靈性體驗的障礙。另一方面，宗教經驗的真實性，也與科學

理性認為「真實」的概念無關，它是心靈直接感受的「不可見的實在」（unseen 

reality）。8 這種由心靈直覺所領悟的「超越的實在」（transcendental reality）與

感官意識及頭腦理性所認知的「現象的實在」（phenomenal reality）最大的不同，

在於它具有靈性轉化（spiritual transformation）的力量，能給經驗者帶來強烈的

喜悅、生命意義感和精神活力，因而也具有療癒心靈的效果。例如詹姆斯曾經這

樣描述一位無宗教信仰的科學家的神秘經驗： 

 

雖然我早已不對神作孩子式的祈禱，也從來不向祂以正式的形式祈禱，但我近來

的經驗告訴我，我和祂之間曾經有過實際上與祈禱沒有兩樣的關係。當我在困難

中．．．或是當我精神困頓為事情愁慮時，我常向這個自己感到有一種特殊關係

的祂求助，依靠祂的支持，而這個祂是整個宇宙生命的基礎。．．．我覺得祂總

是給我力量，讓我堅強，好像賦予我無限的活力，來感受祂潛在的、充滿支持的

臨在。事實上，祂是生命的意義、真理與力量永不枯竭的泉源，當我軟弱時，我

總是本能地投向祂，而祂也總是帶我離開苦難。我現在知道，我和祂之間的關係

是一種個人的關係。在後來的歲月中，這種與祂溝通的能力己經離我而去，我也

感受到一種非常明確的失落感．．．我必須承認，自己的生命已經失掉一個很大

                                                 
6參見 William James 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NY: Modern Library 1999, Lecture 4 and 

Lecture 8, pp.90-143 and pp.185-209. 
7
引自陳玉璽,〈宗教內在體驗的心理分析〉，載於《信報財經月刊》，總 309 期，2002 年 12 月，

頁 88。另見 Mircea Eliade, Encyclopedia of Religions, Mcmillan Publishing Co., 1987, pp.57-80. 

 
8參見威廉．詹姆斯著，蔡怡佳等譯，《宗教經驗之種種》，台北立緒文化，2001 年，頁 6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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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幫手，生活變得死氣沉沉，非常冷淡。．．．
9
  

 

詹姆斯在《宗教經驗之種種》一書中，還列舉多項類似個案，顯示生命的意

義可因個人與超越力量的密契（神秘）關係而加強，但也會因為密契經驗的中斷

而失落。這種經驗有如男女的戀愛，能創造意義，也能摧毀意義。例如一位二十

七歲的男子叙述曾經多次感受到「與神親密溝通的喜悅時刻」，他說：「假如沒有

這樣一個神，世界會是一團混亂。我無法想像一個沒有神臨在的生命。」另一位

男子也描述說：「這種祂屬於我而我也屬於祂的感覺從未離開我。沒有這些對祂

臨在的感受的話，生命對我而言，會是一片空白、一片沙漠、一片無邊無際且沒

有路徑的荒原。」10  

 

詹姆斯在《宗教經驗之種種》第四講及第五講中，詳細論述了流行於十九世

紀末期到二十世紀初期的美國的「心靈醫治運動」（mind-cure movement），如何

藉由宗教信仰和靈性體驗給許多人帶來了「健全心態」和身心靈健康。該運動所

倡導的靈性治療包羅甚廣，其中一項是藉由對神聖力量（上帝／神靈）的信仰，

建立一種正面的積極的心態，放下焦慮、恐懼和患得患失的舊習性，懷抱著勇氣、

希望以及對神的無條件信賴去面對生命中的困難和病苦，結果據稱能產生「萬靈

效力」。詹姆斯描述說：「他們曾經使盲者重新看見，使跛者重新走路，使一生患

病的人恢復健康。在道德上的成果也一樣顯著，許多從不認為自己可以擁有健全

心態的人，發現自己也可以刻意採取這樣的態度（即培養健全心態）；品格再造

大規模地實現，無數的家庭重新得到歡樂。心靈醫治運動間接的影響力也很巨

大，心靈醫治的原理開始風行，人們間接受其影響。我們聽說過『不憂愁運動』

的『放鬆福音』，每天早上穿衣服時對著自己重複誦念『年輕、健康、活力！』

格言的人。許多家庭己經禁止其成員抱怨天氣；越來越多的人將說出討厭的感

覺，或是抱怨日常生活的不便與疾病視為不好的事。』詹姆斯對心靈醫治的神奇

效果提出解釋說，根據心靈醫治的哲學，人的靈性（the spiritual in man）主要存

在於下意識（the subconscious）層面，透過這個下意識層面，我們本來就與神聖

（the Divine）合而為一。11 只要我們能與這神聖力量重建聯繫，就能獲致以上身

心靈療癒的效果。詹姆斯指出這種神聖力量是泛神論者所體驗的遍在的神性，人

的靈性與祂本為一體，毋需藉助於基督教所說上帝的奇蹟和恩典，心靈本身就具

有靈性療癒的潛能，問題只在於我們能否敞開心靈，全然開放自己，放下僵硬的

自我意志和舊習性，讓那永恆無限的神性力量顯現奇蹟。 

 

這也說明了宗教密契經驗跟心性修養有關，詹姆斯曾經提到，只有當「生活

                                                 
9引自威廉．詹姆斯著，蔡怡佳等譯，《宗教經驗之種種》，台北立緒文化，2001 年，頁 77-78。

中文譯文由筆者根據原文略加修訂。 

 

 
10
同上註，頁 84-85。 

 
11 此處引文見威廉詹姆斯著，蔡怡佳等譯，《宗教經驗之種種》，台北立緒，2007 年, 頁 115 及

119-120。此處所列三個英文名詞見詹姆斯原著(同註 6), 頁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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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氣」（指貪欲、憎恨、驕傲、嫉妒等習性）和自私心態消泯時，密契經驗才會

生起。他在論述心靈醫治運動時，更明白指出，基督教的「因信得救」和「重生」

（regeneration, 因信仰上帝和基督而獲得生命和人格的轉化）有一個必要條件，

就是把「自我」完全放下和交付（surrender）。在這裡，信仰的作用就是依靠對

神的無條件信賴放下個人的貪瞋習性及對自我的執著，把自我交付給更高的力量

（上帝），捨棄世間的一切追求，獲得心靈上完全的放鬆，這就是經由自我斷絶

（self-despair）所得到的救贖，也就是路德神學中所說的為了真實再生所經歷的

「死亡」。12   

 

詹姆斯筆下的兩位文豪──舊俄國的托爾斯泰和美國的梭羅，是泛神論者體

悟神性的典型。托爾斯泰不滿於上層社會矯揉造作的知識生活，於痛苦煩惱中，

苦心焦慮探尋生命的真實意義，終於獲得了頴悟： 

 

我記得在早春的一天，獨自在樹林裡，用耳朵傾聽樹林神秘的聲響。我一邊聽，

思緒一邊飄到這三年來我一直忙著思索的事，也就是對上帝的尋求。．．． 

隨著這個思緒，我心中升起一種對於生活充滿熱望的喜悅。在我內的一切都甦醒

起來，並得到了意義．．．我心裡有一個聲音問道：為什麼還要望向遠方呢？祂

就在那兒：祂，缺少祂萬物就不能存活的祂。承認上帝與生活是同一件事，上帝

就是生活的本質。．．．從此以後，在我心中及周圍的事物都比以前來得清明，

而且這種清明從來沒有完全消散。我不再自殺了。．．．13 

 

托爾斯泰所說的上帝與基督教徒心目中的上帝有所不同，是泛神論者所領悟

的無形無相的宇宙終極實相，祂內在於萬物及一切生命。根據本文前述對「宗教」

的定義，他的泛神論體驗也算是一種宗教密契經驗。他對上帝的領悟使他獲得了

生命的意義，也療癒了憂鬱症（他不再想要自殺了），但他所感受的意義，與前

述三個案主心目中的意義有所不同：後者所感受到的上帝是比小我和萬物更偉大

的「臨在」（presence），小我是渺小的、軟弱的，必須依靠一個全能的上帝，因

祂的臨在而獲得生命的意義、信心和活力；上帝臨在一旦消失，生命的意義隨之

而失落。相形之下，托爾斯泰所領悟的上帝，與自我和宇宙萬物無二無別，自我

的本質就是上帝，上帝與生活是同一件事，周遭的一草一木、一沙一石，無非是

祂的化身。要想尋找上帝，不必仰賴祂恩賜的短暫「臨在」，只要往心靈深處去

探尋，往生活中去探索，隨時隨地都能找到祂。 

 

西方的泛神論者往往不必依靠宗教的信仰或修行，單憑天賦的悟性、深沉的

靜慮和一顆敏銳而純樸的心靈，就能悟見神內在於自我及「萬物與我一體」的生

命奧秘。美國十九世紀著名的自然主義思想家兼作家梭羅（Henry Thoreau）是另

                                                 
12

 同前註，頁 130-131。 
13 同前註，頁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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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有趣的範例，他在《湖濱散記》（Walden）一書裡，把他的心性體驗描述得

比托爾斯泰更具體、更生動。梭羅年僅二十八歲時就到麻州康科鎮的華登湖

（Walden）畔隱居，在那裡靜思生命的真理，觀察大自然的生態，後來寫成《湖

濱散記》，書中這樣記述他的密契體驗： 

 

我來到樹林幾個星期之後，有一次，有一個小時之久，懷疑起自己的想法，即與

人比鄰而居，對於我過清明健康的生活並不是重要的條件。（我現在感到）孤獨

一人多多少少不是那麼愉快的。但是，當這些思慮盤據心中時，忽然下了一陣細

雨，我突然感受到這個自然界是個甜美而饒益的社群，在淅瀝的雨滴聲中，在我

房屋週圍的所有景色與聲響中，一種無限的不可計數的友愛，立刻像空氣一般，

一起包圍著我，支撐著我，以致剛才所幻想的，想要與人為鄰的種種好處，都變

得微不足道；從此以後，我就再也沒有想過這些好處。每一根小松針都滿溢同情，

與我為友。我清楚感受到某種與我有血肉之親的事物臨在，這種感覺是如此清

晰，以致我覺得再也沒有什麼地方會讓我感到陌生了。14
 

 

值得注意的是，梭羅的啟悟是在思想困惑中實現的；托爾斯泰對上帝的領悟

也是展現於折磨身心的憂鬱中。綜觀古今中外許多案例，智慧啟悟或其他超越性

的宗教密契經驗，往往發生於生命瀕臨絕境、身心交困或思想被逼入死角而找不

到出路的時候，所謂「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在山窮水盡之際，突然展現

廓然澄澈的內在空間。心理學家榮格也是在與弗洛依德決裂後，事業前途不明，

心情陷入極度混亂和痛苦而「在心靈的荒原中迷失了方向」的兩三年間

〈1916-1918〉，才湧現一連串與「真我」（Self）原型相感應的密契體驗，這些體

驗當中最不可思議的是：「榮格彷彿在被授命的情況下，寫出（古代基督教）諾

智派的文獻《死者七諭》（Seven Sermons to the Dead）。這個由（公元三世紀）

諾智派大師巴西里德斯（Basilides）親自言傳的教諭，是從心靈的原型領域傳

遞給榮格的訊息」15。. 當然，這些悟道者，不論是東方人或西方人，平時都做

足了沉思靜慮的生命體驗功夫，才有可能在身心困頓之際展現心靈的風光。 

 

 

榮格心理學與靈性療癒 

 

心理分析學派創始人弗洛依德站在反宗教的立場，認為宗教起源於性慾的壓

抑，而宗教信仰則是一種退化性的精神官能症，亦即人類由於缺少獨立自主的人

格及面對現實環境的勇氣，因而必須像嬰兒依賴母親一般退縮到上帝的懷抱裡，

這種退縮心態無助於精神健康。基於此，弗氏否定了宗教的療癒功能。然而弗氏

的同僚榮格（Carl Jung）駁斥這種說法，他指出人類的精神結構天生地具有宗教

意識和宗教功能，代表著一種跟創造自我生命的宇宙源頭（Source of Being）重

                                                 
14 引自 Henry Thoreau, Walden (中譯《湖濱散記》, Riverside Edition (abridged), p.206. 這段話引

述於詹姆斯同前書，英文原文頁 302,中譯版頁 329。此處中文譯文由筆者根據原文略作修訂。 

 
15 引自 Murray Stein 著，朱侃如譯，《榮格心靈地圖》，台北立緒文化，2001 年，頁 197-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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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連結的渴望，如果這種心靈渴望不能得到成全，精神健康就會出問題。榮格從

自己的臨床治療經驗中發現，很多精神官能症患者的問題在於找不到宗教信仰所

提供的心靈依歸而深陷於人生意義的困境。他在《尋求靈魂的現代人》一書中透

露了如下的訊息：16
 

  

   我想提醒大家注意以下事實：過去二十年間，我治療過數百名精神病患者， 

 他們來自世界各國，大多數是新教徒，少數人信猶太教或天主教，其中 35歲  

 以上的中年人無不心懷一種焦慮：怎樣才能通過宗教找到人生的根本意義呢？ 

 也就是說，他們的病根都在於，喪失了那種使自己成為信徒的東西。如果心理 

 醫生無法幫他們重獲宗教信仰，那麼這一類患者便不可能痊癒。 

 

  榮格提出集體無（潛）意識（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和原型（archetype）

的理論來說明人的精神領域如何與超個人的宇宙意識相聯繫。他發現潛意識有兩

個層次，即個人潛（無）意識和集體潛（無）意識，前者是個人經驗和記憶的儲

存所，這是弗洛依德所研究的對象；後者是超越個人經驗而為全體人類共同擁有

的精神領域，它無限深廣，是宇宙性的超意識領域，其中儲藏著各種宇宙精神和

意識的原始模型，稱為原型。原型本來是一種潛在態，是超越時空而無形無相的，

但它們會以各種象徵的形式顯現於人的深層潛意識而成就「活化原型」(activated 

archetypes)；各宗教傳統所體驗的神、上帝及各種神聖事物都是原型自我表達的

方式。17 處於集體無意識最深層（或最高層級）的是個人生命的核心，也是宇宙

意識的核心，榮格稱之為「真我」（Self，或譯為自性）。榮格認為真我是最原初

而首要的原型，所有其他原型和原型象徵歸根結柢都源自於真我。18 人格的自我

當然也是以真我為依據而生起，榮格說每個人的心靈中都帶有真我的印記，這印

記就是「神的肖像」，透過它，我們能與宇宙最高的整體智慧相接觸。19 真我是

整全而無分裂、純淨而無染垢的，因此祂代表完全的精神健康。如果我們懂得與

祂聯結，當我們需要時，這個直觀的智慧會以曼陀羅的神聖象徵降臨我們身上，

給我們帶來靈性療癒的力量。20  

 

                                                 
16

此處引文出自張志剛著《宗教學是什麼》，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年，頁 81 。英文原文見 Carl 

Jung, Modern Man in Search of a Soul, NY: Harcourt, Brace &Co.,1933,p.225. 

 
17

同上註，頁 82。 

 
18

參見 Murray Stein 著，朱侃如譯，《榮格心靈地圖》，台北立緒文化，2001 年，頁 203。 

 
19 同上註，頁 206。  
20

同上註，頁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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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格相信自我與真我之間存在著特別的關係，真我具有最高形式的自覺力

（覺性），並與自我分享此一能力。真我是自我的來源和理想典範，祂的本質超

越自我的心靈之外，但郤具有統整心靈各方面的能力，正如太陽位居行星之外，

郤能統合行星運行的軌道。21 真我對自我的重要性就在於這種統整的力量，因

為自我人格呈現分裂的狀態，我們執取我們以為是好的和美麗的人格特質，讓它

們存留於意識層面，成為「人格面具」；另方面，我們排斥我們以為是不好的和

醜陋的人格特質，把它們打入潛意識，成為「人格陰影」。這種分裂狀態使我們

無法達成完全的精神健康，完全的精神健康有賴於於一個由分裂走向統合的再整

合過程，榮格稱之為「個人轉化」（individuation），而真我在這過程中扮演關鍵

的角色。一個人如何運用真我的力量去引導人格的再整合及轉化（亦即個人轉化）

的過程，使自己成為真正心靈健全的人，這是榮格心理學所關心的核心課題。 

 

    榮格看到宇宙的對立性和兩極性也反映於人的心靈，在深層潛意識中存在

著各種對立面，如善心 vs.惡心、神性 vs.魔性、仁慈 vs.冷酷無情、無私 vs.自私…..

這些對立面是原型在人性中的顯現，由於我們缺少調和和統整對立面的智慧，以

致它們常處於衝突的狀態，我們也會試圖以一方去壓抑或排斥另一方，例如以善

斥惡，以美抑醜，這種作法並不能使我們達致心靈的解脱而獲得真正的自由。榮

格指出，必須把我們的立足點提昇到一個更高的意識層次，去包容互相對立的兩

邊，使其發生轉化而達到統一，例如善與惡統一而臻於至善。這種精神統一就是

真我的境界，也就是榮格所說的 pleroma，在那裡，一切衝突和對立都被超越了。

從對立統一的觀點來看，「個人轉化」的過程就是從對立走向統一，從衝突變成

和諧，從分裂回歸整體的過程。24  

 

榮格把集體無意識和原型的理論應用來解釋西藏佛教的修行義理，他指出西

藏密宗的各種神（佛）像和曼陀羅都是原型的具象化，每一個神祇原型都與某種

精神特質相應，例如善神代表慈悲、愛、善心、和平等特質，惡神代表貪欲、憤

怒、瞋恨、嫉妒等特質。密宗修行人在心觀中運用曼陀羅及神像的觀想，當意識

深入集體無意識而接觸到原型時，意識會發生轉化；心觀配合結手印和口誦真

言，能產生巨大的心靈力量，而達到轉化意識和提升心靈的效果。榮格指出密宗

的方法是精神統合，負面的精神特質如貪欲、憤怒、瞋恨等不會被排斥；相反地，

它們是可以被利用的能量。研究榮格心理學與西藏佛教的莫阿卡寧（Radmila 

Moacanin）指出，在榮格的心理分析中，感情騷動的強度不是被壓抑或削弱，而

是在轉化過程中對其中所蘊藏的能量加以利用；同樣，在密宗修行中，負面的精

神能量，如憤怒、貪欲、憎恨等，都被調動起來並轉化為慈悲和智慧的能量。榮

                                                 
21

同上註，頁 207-208。 

 
24

 參見莫阿卡寧著，江亦麗等譯，《榮格心理學與西藏佛教》，台灣商務，1994 年，第六章，頁

109-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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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和密宗的體系都注重面對精神的整體──它的光明面和黑暗面；在密宗，這兩

個方面被人格化為和平與憤怒之神，在心觀中反覆出現，然後被轉化。如何將對

立面的衝突加以超越和統合，並提升為更高層級的精神力量，這是榮格心理學和

密宗修行的共同要旨。25
  

 

  在榮格心理學中，「個人轉化」具有修行和心理治療的雙重意義，他所說的

精神統合不但是指原型對立面的統一，也是指分裂人格的再整合，兩者的共同目

標都是要回歸那象徵著完全精神健康的終極原型──真我，也就是回歸人類的

「精神家園」。榮格指出，他的心理療法與主流心理學最根本的不同在於，後者

藉由心理分析了解精神官能症的原因，引導患者重新適應外在環境，但榮格的治

療目標不是要重新適應外在環境，而是要超越外在的現實環境和世俗的價值，回

歸內在心靈的價值，因為向現實認同而壓抑靈性的需求，乃是精神官能症的一大

原因，療癒之道在於幫助病人脫出心靈困境，亦即脫出被外在環境繫縛而不能回

歸精神家園的困境。26
 

 

存在心理學對存在哲學及意義治療學的補充 

 

弗蘭克的意義治療學思想發源於存在主義哲學和存在心理學，因此在論述意

義治療學之前，有必要對這三者的關係作一概述。存在主義哲學對生命意義的探

討，並不是從宗教密契（神秘）經驗出發，而是從生命的現實處境去發掘和創造

生命的意義。雖然方法不同，但是存在主義與神秘主義對生命意義的共同期許與

追尋，不啻為兩者搭建了一條互通靈犀的心橋。尤有進者，在存在主義哲學的領

域裡，無論是早期存在主義哲學家祁克果（Spren Kierkegaard）或是現代意義治

療學家弗蘭克（Viktor Frankl），其對生命意義的追尋，儘管都是從生命的命定存

在本身無意義的存在哲學觀點出發，但最後都歸結到宗教經驗，確認人可以從荒

謬而無意義的命定存在中，透過自由意志和自覺的努力，超越卑下的人性，實踐

上帝仁愛的德性，去與祂建立親密的聯繫，唯有在這種超越自我的人神聯繫中，

才能尋獲生命的終極意義。就此而言，存在主義與神秘主義顯然已携手投入神的

懷抱，回歸共同的精神家園。 

 

存在主義思想最深刻的洞見，是教人先去體認和感受個人命定存在的無意義

──不論這種感受是來自個人特殊身世的不幸遭遇，或是人性普遍的虛妄與無

明，或是現代唯物文明所造成的精神貧困──然後憑藉天賦的自由意志，去抉擇

你要為這命定的荒謬「存在」創造什麼樣的「本質」（essence，即生命的內涵），

實現什麼樣的意義。唯其無意義，才會去追尋意義；唯其空白一片，才有空間去

裝填「本質」。這正如佛教因為看到個人意識的虛妄無明以及由此所導致的苦海

                                                 
25 同上書，頁 130。 
26

 馮川著，《重返精神家園》，台北：笙易文化，2001 年，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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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邊，才會教導眾生去探尋生命覺醒和解脫的大道。佛教創始人釋迦牟尼佛便是

因為體認到生老病死的命定存在之無意義，才毅然捨離同樣荒謬無意義的富貴榮

華，去追尋生命的終極意義。 

 

興起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存在心理學（existential psychology），從存在主

義哲學得到啟發，揚棄科學唯物論和機械動力論的心理學傳統，要以人本主義的

心理分析去探究個人生命的真實處境，特別是現代社會的疏離異化、宗教信仰的

式微和人生理想的失落等原因所造成的「存在挫折」和「存在空虛」（existential 

vacuum），使人本心理學所闡論的「自我實現」（self-actualization，即個人才能、

人格特質和德性等潛質的發展）的道路上滿佈荊棘，亦即「個人成長」（personal 

growth）遭遇種種窒礙（blocks），其結果不但是現代人的不快樂以及人格成長的

退化萎縮，更嚴重的是造成「心靈性精神官能症」（noo-genic neuroses）的氾濫。

存在心理學試圖找出這些窒礙以及消除窒礙的方法，藉以幫助個人潛能的發展和

人格的再成長、精神健康的增進以及生命意義的實現。 

 

存在主義哲學家們儘管揚棄形而上學的抽象概念和普遍法則，強調個人生命

具體的實存經驗，但由於缺少心理分析學的基礎，當他們主張人的一切行動都是

出於「自由意志的抉擇」時，顯然忽略了社會環境、家庭環境及個人精神健康狀

況等因素，會對個人內在自由與抉擇的能力造成阻滯和制約，致使這種能力無從

發揮。意義治療學派創始人弗蘭克受到存在主義哲學的影響，曾一再強調，在納

粹集中營那樣悲慘恐怖的環境中，俘虜們完全有內在自由去抉擇自己究竟是要堅

強奮發，從苦難中去發掘生命的意義，抑或消極悲觀、灰心喪志，在哀聲嘆氣中

倒下去，過著毫無尊嚴的日子。27
 然而他所舉出的例子，只能證明一部分俘虜

擁有這種自由抉擇的高貴能力；把那些倒下去的俘虜也說成是他們的「自由抉

擇」，不但是名詞的誤用，也多少帶有犬儒的意味。從心理層面來看，後一種俘

虜或因性情比較悲觀，或因精神健康欠佳（例如患有憂鬱症、恐懼症等），以致

失去了奮發向上的精神動力。在此情況下，他們並沒有「抉擇」的空間，也就是

弗洛依德所說的，人因為受制於個人潛意識的情意結而失去了「自由」。 

 

從心理層面來看，存在主義所說的「自由抉擇」只能說是人的一種潛能，潛

能能否實現，有待其他條件的配合。從倫理層面來看，它是一種具有勉勵意涵的

陳述，旨在激勵世人：你雖然沒有自由去選擇生命存在，但郤有自由去抉擇生命

要走什麼樣的道路。應該強調的是，存在主義並不主張道德說教，它所重視的是

責任。道德是社會加諸於個體的外在約束，責任則是導向個體內在自由的一種自

覺──自覺到生命存在的荒謬無意義，自覺到脫出荒謬無意義的迫切性，也自覺

到人類是一個命運共同體，創造個人的意義必須以關懷整體和仁愛互助為前提。
28 有此自覺，人就會為自己的行為負起責任。 

                                                 
27 參閱弗蘭克 (法蘭克爾) 著，趙可式等譯，《活出意義來》，台北光啟社，1995 年，頁 87-95。 
28 這是存在主義哲學家海德格和雅士培的洞見，參見鄔昆如教授的著作《存在主義真象》，台北

幼獅文化，1992 年，頁 29-50。 



 13 

 

上述「自由抉擇」只是一種潛能，這道理若以佛教哲理作為參照，就更容易

明白：佛教說佛性人人本自具足，從佛教心理的層面來看，佛性只是一種潛能，

一種潛在的精神品質，能否實現，還要看個人的努力和因緣；從佛教倫理的層面

來看，這句話是勉勵眾生的教諭，教人要自尊自重自愛，努力實踐慈悲和智慧的

至善佛性，自度以度人。佛教也跟存在主義一樣，不主張道德說教，而重視自覺

──自覺到人的虛妄無明及其所導致的「苦」，自覺到脫出虛妄無明和「苦」的

迫切性，也自覺到眾生是存活於一個互相依托、休戚與共的關係網絡裡，救度自

己必須以利益眾生、仁愛互助為前提。從這個意義上說，佛教也跟存在主義一樣，

賦予個人以「責任」的自覺，而不是把「道德」強加於個人。 

 

如前所述，由於存在主義哲學不從心理學的角度去理解「自由」，因此無法

解釋為何眾多失去精神健康或人格成長不健全的現代人，根本不能「自由抉擇」

一條具有意義和創造性的人生道路，致使「自由抉擇」變成空談。所幸存在心理

學彌補了這個缺憾。存在心理學與人本心理學都重視研究潛能（包括才能、人格

特質、德性等的發展潛力）受到窒礙的因素，以及克服窒礙的療法。這些窒礙因

素包括：（１）一個人若從小受到專制或冷酷的對待，養成不敢表達自己想法和

感情的性格，處處屈從遷就他人和社會的價值標準，長大後就會不敢信任自己的

感覺和判斷，缺少自尊自信和自我價值感，潛能也就不能健康發展（羅傑斯理

論）；（２）社會的偽善禮節和病態文化以及家庭成員缺少真誠的人際溝通，可能

影響小孩的人格成長，即形成「虛偽自我」（false self）的人格，不但潛能發展受

阻，嚴重的情況還可能導致精神疾患（朗格理論）；（３）一個人若不能誠實面對

自己的失敗和錯誤，為自己所「自由抉擇」的行為負責，頻頻逃入心理防衛，如

自我合理化、諉過於他人等，並產生怨懟和悔恨的情緒，則潛能發展和人格成長

將會受到窒礙（羅洛梅理論）；（４）僵硬觀念的束縛也會阻滯潛能的發展，例如

存在心理學者兼治療師歐文亞隆（Irwin Yaloon）筆下的年輕寡婦案主，因為固

執再婚是對亡夫不忠和背叛的觀念，結果出現情緒障礙，變成冷漠無情，「再也

不能愛任何人」。亞隆的治療方法不是教案主如何去愛人，而只要移除案主實現

內在力量的觀念障礙，就能促使愛的潛能恢復「自我實現」。29
  

 

以上所述只涉及阻礙潛能發展的個人因素。存在心理學同樣關注的是，現代

社會唯物價值觀的氾濫、人間的疏離與孤立、宗教情操和生命理想的失落等宏觀

社會因素，已對現代人的個人成長、潛能發展和精神健康造成負面影響。個人成

長和潛能發展受阻，意味著人的內在自由和精神能動性無法發揮，也意味著開展

生命意義的空間受到侷限和窒礙。尤有甚者，對那些罹患精神官能症和情緒困擾

症的人來說，「自由抉擇」以及生命意義的追尋，也就更加困難重重。必須先以

人本心理療法和存在心理療法幫助他們恢復精神健康，重建自尊自信和自我價值

                                                 
29 參閱歐文亞隆著，易之新譯，《生命的禮物──給心理治療師的 85 則備忘錄》，心靈工坊，2002

年，頁 44-46。 

 

 



 14 

感，才能促進潛能的「自我實現」，而潛能當然也包括存在主義所重視的自由意

志。筆者認為這是存在心理學對存在主義哲學及意義治療學所作出的重要補充。 

 

意義治療學與靈性療癒 

 

由弗蘭克所創立的意義治療學，建基於存在主義哲學和存在心理學，這個新

學科特別強調「意義」對人生命存在的重要性。痛苦和死亡也蘊含深刻的意義，

唯有尋獲意義，才能超克痛苦和死亡。30 意義治療學駁斥弗洛依德學派的「快樂

原則」學說，該學說主張「求快樂的意志」（will to pleasure）的實現是精神健康

和快樂的要素。弗蘭克指出，快樂是從事具有意義的工作和行為──特別是助人

行為──的附帶結果，它是追求不到的，因此不能作為追求的目標，刻意追求快

樂的結果只能帶來精神空虛和不快樂。相對於「求快樂的意志」，他提出了「求

意義的意志」（will to meaning），認為追尋生命意義才是增進精神健康和快樂幸

福的根本要務。弗蘭克在他的著作中一再提及現代人的精神官能症有相當一部份

是屬於「心靈性精神官能症」（noogenic neurosis），其成因是靈性需求得不到滿

足，也就是找不到生命的意義；對於這種病症，一般的心理治療法無能為力，必

須進入靈性的層面去解決生命意義的問題，才有療癒的希望。弗蘭克的意義治療

學研究也發現，現代社會的青少年犯罪、吸毒、酗酒、性氾濫等問題，跟缺少生

命意義所引起的「存在挫折」和「存在空虛」（existential vacuum）密切相關，這

些病態行為被用來當作意義的代替品，也就是用來填補欠缺意義所造成的心靈空

虛，其結果是破壞性的。一個年輕人愈是缺少生命意義，涉入這些病態行為的可

能性也愈大，反之則愈小。因此，意義治療法不但被應用於治療心靈性精神官能

症，也被應用於青少年的心理輔導及出獄犯人的更生教育。 

 

弗蘭克學說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痛苦哲學」或「痛苦心理學」，他以本人

在納粹集中營的苦難遭遇作見證，強調苦難和不幸是激發生命意義和個人成長的

良機。他秉承存在主義的哲學觀點，認為人類擁有自由意志（筆者按：根據上一

節的論述，抉擇意義的自由意志只是一種潛能），可以在苦難和不幸中發掘生命

最深刻的意義。人類心靈所能創造的意義是無限的，其中也包含痛苦和死亡的意

義。正如弗法蘭克所說：「人類的生命無論處在任何情況下，仍都具有其意義。

這種無限的人生意義，涵蓋了痛苦和瀕死、困頓和死亡。」「如果人生真有意義，

痛苦自應有其意義。痛苦正如命運和死亡一樣，是生命中無可抹殺的一部份。沒

有痛苦和死亡，人的生命就無法完整．．．一個人若能接受命運及其所附加的一

切痛苦並且肩負起自己的十字架，則即使處在最惡劣的環境中，照樣有充分的機

會去加深他生命的意義，使生命保有堅忍、尊貴與無私的特質。」從另一個角度

來看，也只有發現意義，才能使人在惡劣的環境中活下去。誠如尼釆所說：「懂

得為何而活的人，幾乎任何痛苦都可以忍受。」而當痛苦發現意義的時候，痛苦

也就不再是痛苦。31
 此中意涵是，意義的發現可以超克痛苦和死亡，使痛苦和死

                                                 
30 參閱弗蘭克（同註 27），頁 89 及 106。 
31 此處三段話引自同上註，頁 89 及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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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不再是一個困擾生命的問題。弗蘭克把這樣的意義稱為「終極意義」（ultimate 

meaning）。 

 

 

終極意義：悲劇性的樂觀 

 

在弗蘭克的意義學說中，終極意義和「希望」（hope）具有同等意涵。他提

出「悲劇性的樂觀」（tragic optimism）這一概念，其定義是「儘管面對悲劇性的

經驗，也正由於悲劇性的經驗，一個人仍能保有希望」。在 2001 年紐約發生九一

一慘劇後，存在心理學者 Paul T.P.. Wong 曾將這個概念加以發揮，認為它是比主

流心理治療學所推荐的「正面幻想」（positive illusion）更積極、更有價值的治療

概念。他指出，若要在悲劇和苦難中保有希望，必須具備五項美德，即（1）「信

仰」使人在悲劇中確信生命的意義和價值；（2）「接納」使人能面對無可挽回的

創傷和損失；（3）自我超越」使人感到為更高目的而受苦受難是有價值的；（4）

「信心」使人在黑暗中見到一線光明；（5）「勇氣」使人能夠忍受痛苦，力爭上

游，邁向更好的明天。32
  

 

在悲劇中保有樂觀和希望，未必是對世間的事業、愛情乃至肉體生命有所期

盼，而是在這些世間事物面臨毁滅的情況下，仍能看到「希望」的曙光。乍聽之

下，有點像是唯心主義的胡言亂語，實則具有深層心理學的實證基礎，那就是，

當一個人所愛執的世間希望和幻想完全破滅時，虛妄意識有可能被震醒；經過心

靈的大地震後，剩下來的並不是斷瓦殘垣，廢墟一片，而是「坐看雲起時」的天

外風光──隨著善惡、美醜、禍福與生死二元分別識的粉碎，展現出超越的生命

智慧，對死亡不再畏懼，對世間的名利地位、成敗毁譽也不再斤斤計較了，性情

變得更達觀、更寬容、更慈悲，這是新生命的脫胎換骨，也是死亡後的「重生」。

當然，並不是每個人都能達到這樣的精神境界，詹姆斯在《宗教經驗之種種》裡

講到「重生」和生命轉化的條件是對神無條件的信賴（因信得救）、自我交付、

全然開放自我、體悟自我生命與神的一體性，等等。傳偉勲先生在《死亡的尊嚴

與生命的尊嚴》一書裡，也講到絕症病人在臨終前領悟「高度精神性意義」的條

件是平時必須有「終極關懷」，即認真探索生死問題和生命的意義，以積極正面

的態度面對痛苦和死亡。33
 無論如何，這個深層心理學原理，對人類面臨生命

苦難和死亡時所遭遇的生命尊嚴與價值的問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涵和啟示，因

此正受到生死學者和宗教心理學者的重視。存在心理學者兼治療師歐文亞隆

(Irwin Yaloon)在觀察過許多癌末病人後，曾寫下這樣一段意味深長的話： 

                                                 
32 引自 Paul T.P. Wong, “When Terror Hits Home: A Case for Tragic Optimism,” in Positive Living 

E-zine, Nov. 2001, website of International Network for Personal Meaning (INPM), www.meaning.ca.  

 

 

 
33

 參見傳偉勲著，《《死亡的尊嚴與生命的尊嚴》，台北正中書局， 2000 年，頁 7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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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治療罹患末期疾患病人的那些年中，看見許多面對死亡的病人經歷重大

而正向的個人轉變。病人覺得自己變得更有智慧，重新排列自己的價值觀（思考

什麼是真正重要的事），開始不計較生命中瑣碎的事，看起來好像是癌症治癒了

精神官能症──無謂的恐懼和有害的人際互動似乎都消失了。．．．我聽到許多

病人悔恨地說：『多麼可惜，我們必須等到覝在，等到我們的身體佈滿了癌細胞，

才學會該如何活著。』34
  

 

   在意義治療學裡，「終極意義」（ultimate meaning）便是指這種從痛苦患難和死

亡的絕望中所發現的意義和希望，也就是「悲劇性的樂觀」(tragic optimism)。實

現終極意義的條件還包括個人在德性和靈性上的「自我超越」（self- 

transcendence）。弗蘭克在其最新出版的著作《人對終極意義的追尋》（Man’s Search 

for Ultimate Meaning）一書中，對「自我超越」的概念有所著墨，認為「終極意

義」必須在一個人能跳脫出自我形象和自我中心意識，為別人、為真理、為理想

或為所愛的神奉獻時才能實現。他批評主流心理學派的動機理論，說是人的主要

關切是生理需要、欲望、衝動和本能的滿足，藉以紓緩內驅力（drive）所造成的

緊張，達致「內在平衡」（homeostasis）。他說：「人的主要關切永遠不是自己的

內部狀況，例如內在平衡，而是外在世界的某一件事物或某一個人，例如所獻身

的理想或所愛的夥伴．．．人的生命存在，只要不被精神官能症所扭曲，總是導

向某事或某人，而不是導向自身，例如一個想要實現的意義，或是一個自己所愛

的人。我把這個構成人類生命存在的特徵叫做『自我超越』。」35
   

 

 

   「自我超越」使生命的意義成為真正的、終極的意義。反過來說，如果一個

人從某事物獲得意義感，但郤含藏自我中心的動機，那麼這種意義不能算是終極

意義，也是不可能持久的。弗蘭克認為，道德和宗教的力量與主流心理學派所說

的內驅力完全不同，人的道德和宗教行為並不是被驅迫的結果，而是「為了委身

（commit）──為他所愛的人，或為他的神或天主委身．．．我認為聖人除了侍

奉天主之外，並不在乎其他事物，或許在他們心中，從未有過成聖的念頭呢！」
36 他甚至批評人本心理學的「自我實現」（self-actualization）仍然跳脫不出「自

我」的狹身衣，認為任何的「自我實現」只能是「自我超越」的附帶結果。「因

此，人原本的特徵就是『追尋意義』而不是『追尋自我』，他愈是忘懷自己，把

自己奉獻給一個理想或一個人，他就愈有人性；他愈是全心投入某事或某人而不

是投入自己，他就愈能成就他自己。」37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弗蘭克對意義的追尋，歸根結柢是要追求超越的精神性

意義，亦即終極意義，而不是在現實生活中追求自我滿足的一般意義。追求終極

意義的結果，最終將與祁克果一樣，躍入宗教的世界。因為在西方的基督教文化

                                                 
34 引自歐文亞隆，同註 29，頁 183。 
35

 引自 Frankl, 同註 1, .pp. 83-84. 
36 引自弗蘭克，同註 27，頁 124-125。 

 
37

 引自 Frankl, 同註 1, .pp.8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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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誠如祁克果所言，個人為「原罪」所累，根本沒有自我超拔的能力，惟有仰

仗上帝或弗蘭克所信仰的天主的救恩，將個人融入神的懷抱，才能超越自我和救

度自我。從另一個角度看，終極意義所要實現的是藉由個人德性和靈性上的自我

超越而達到超克痛苦和死亡的精神境界，這樣就必然要跨越現實世界的此岸，航

向彼岸，進入「生命本源」（Source of life，指上帝）的神性領域。正如 Paul Wong

教授所言，超越當前現實境況和肉體生命的終極希望，是與永恆存在的「靈性實

相」（spiritual Reality）相聯結的。再者，這種終極希望乃是「建立在對生命本源

之至善和終極意義的堅定信仰；當你從漫漫長夜走向黎明的路途上一路前行時，

這個生命本源就會變得愈來愈真實。」38
 

 

結語：綜合評論 

 

西方心理學自弗洛依德以來，深受科學唯物論和實證論的影響，對靈性和

宗教大多抱持否定或避而不談的態度，主流心理學和精神病學一直把宗教行為視

為精神依賴，甚至是一種病態行為。直到 1994 年，美國精神醫學會一直將「強

烈的宗教行為」視為精神疾病。39 只有少數知名心理學者關注靈性和宗教心理的

課題，詹姆斯、榮格和弗蘭克是其中佼佼者，他們對此課題具有學理的洞見，並

建立了理論體系。故本文把這三位學者匯集在一起，綜合論述他們對靈性治療的

研究，藉以顯示西方心理學並不是只有科學唯物論的典範，而是另有一個探究靈

性治療的典範；儘管這個典範不屬於主流，但詹姆斯等三人在心理學界的地位舉

足輕重，而靈性治療的重要性也正受到越來越大的關注。 

 

就靈性治療而言，詹姆斯著作的第四及第五講（合併）「健全心態的宗教經

驗」是最重要的兩講，內容論述當時盛行於美國的心靈醫治運動（Mind-cure 

Movement），或稱「新思潮」（New Thought）。由於這運動所倡導的靈性治療具

有實際效果，迎合美國人的實用主義思想，故詹姆斯預言「這個運動在理論上和

實際上都會持續發展」。一百多年後的今天，雖然再也沒有人提起「心靈醫治運

動」或「新思潮」的名字，但該運動所包含的各種療法己被很多宗教團體和心理

治療團體所吸納，並應用於實際修行和治療工作中。其中最突出的是對「健全心

態的萬靈效力．．．保持一種直覺的信仰」，亦即藉由對神聖力量的虔誠信仰而

產生克服困難的勇氣、希望和信心，袪除恐懼、憂慮等消極負面的心態，一旦建

立起這種「健全心態」，據稱能戰勝一切困難，克服各種病痛而轉危為安。40 今

天在全世界範圍內實踐這種靈性修持和治療最徹底的宗教團體之一是日本的創

價學會，該學會的宗旨是藉由對日蓮佛教的信仰以及唱誦「南無妙法蓮華經」而

                                                 
38

 引自 Paul Wong, “You Can Hope Again,” op.cit., December 2002.  

 
 
39 參見 Andrew Newberg 等著，鄭清榮譯，《超覺玄秘體驗》，台北時報文化出版社，2003 年，頁

162。 
40

 威廉詹姆斯，同註 11，頁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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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一種積極面對生活、創造生命最高價值的人生觀。筆者不知該學會是否曾受

到詹姆斯著作的影響，但從該學會的修持方法以及眾多信徒所見證的種種戰勝困

難和克服疾病的「奇蹟」，可以證明詹姆斯所論述的心靈醫治原理，在當今社會

仍然有其旺盛的活力。此外，美國基督教界一度流行依靠基督信仰和禱告的力量

強化「正面思考」（positive thinking），從而獲致類似創價學會的「奇蹟」，也可

視為美國心靈醫治運動的延續。自詹姆斯以來，意識心理學對這種奇蹟的解釋

是，透過不斷的自我暗示，把某種正面思想或願望記錄在下意識（the 

sub-conscious）裡，下意識就會產生一股強大推動力量去幫助願望的實現。 

 

心靈醫治運動的更高也是更困難的面向是，體悟自我生命與神的永恆生命

原為一體，並且全然地開放自己，讓神性的力量傾注。「隨著你越來越能體悟自

身與永恆神性的一體性，你也就越來越能將疾病轉化為安適，將衝突變為和諧，

將災禍和痛苦轉變為旺盛的健康與活力。」41 根據這種靈性體悟，所有疾病、軟

弱和憂鬱的首要原因，是因為人們與內在神性力量的疏離。42 因此身心靈療癒的

根本原則是與內在的神性重新建立連結。這個原則其實也概括了榮格的靈性治療

思想，這可分成兩方面來說明：第一，榮格比後來的弗蘭克更早看到有一種精神

官能症是靈性上的病症，其原因是不能透過宗教信仰找到人生的意義。43 治療這

種神疾患的方法是幫助案主尋獲宗教信仰，重新建立與神的連結。第二，榮格學

說所一再強調的「個人轉化」（individuation），就是回歸作為終極神性的真我自

性（Self），使充滿分裂和衝突的人格重新獲得統一與和諧。 

 

體悟自我與絕對者（神／終極實在）的一體性，至今仍是各宗教修行所要

達成的最高密契經驗，從印度教的了悟自我（self-realization）到佛教禪宗的明心

見性，再到蘇菲教派的靈修，都屬於這一類。這種靈性體悟並不是每個人都做得

到，也不是輕鬆愉快的事，必須身心投入去作艱苦的修行，而其成就依個人而有

不同。根據美國禪修教師康菲爾德（Jack Kornfield）在《狂喜之後》一書的記述，

各派修行人經由密契經驗所獲得的靈性療癒和狂喜至樂的體驗並不能持久，隨之

而來的往往是「靈性的黑暗期」，使修行人感到痛苦、沮喪與失落。該書詮釋聖

約翰的教導說：「在初次經歷到蒙受恩典的不凡體驗之後，接下來往往是一大段

痛苦的考驗期，我們會感到自己與神聖性的來源失去了聯繫，而這種靈魂的黑暗

期對於讓神聖內在旅程能進入柳暗花明境界而言，是個必須經歷的階段。」44 尤

有進者，修行人在克服靈性黑暗期後，若想獲得進一步的成就，必須返回平凡的

日常生活，接受世間的考驗。詹姆斯和榮格都沒有討論到這些要點，可能讓人以

為靈性療癒是輕鬆愉快且是一勞永逸的事，我們必須在此作補充說明。 

 

                                                 
41 同上註，頁 120-121。 
42

 同上註，頁 121。 
43

 參見 Carl Jung, Modern Man in Search of a Soul, NY: Harcourt, Brace &Co., 1933, p.225. 
44 參見康菲爾德著，周和君譯，《狂喜之後》，台北橡樹林文化，2001 年, 頁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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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蘭克對生命意義的論述跟榮格有相似之處，弗蘭克認為現代人因為傳統

價值的淪喪等原因而失落生命的意義，導致「心靈性精神官能症」以及吸毒、酗

酒、青少年犯罪、性氾濫等等社會心理問題；榮格也認為他的患者當中常見的靈

性上的精神官能症乃是導因於找不到原有的宗教信仰而深陷於人生意義的困

境。其實這些患者都己是信徒（據榮格書中所述，大多數是基督教徒），他們的

真正問題不是沒有宗教信仰，而是不能從宗教信仰中尋獲更深的靈性連結，因而

失去了人生意義。弗蘭克和榮格都強調心理治療必須進入靈性的層面，才能解決

生命意義的根本問題。 

 

比起一般性的意義來，弗蘭克更關注的是終極意義，這是一個人面對生命苦

難和死亡時所能實現的精神超越，亦即領悟痛苦與死亡有其意義，這種領悟能產

生高度精神性或宗教性的力量去超克痛苦與死亡，這是代表著生命和人格的內在

轉化，也是「重生」的救贖。弗蘭克認為實現終極意義的條件是「自我超越」

（self-transcendence），即捨棄個人的意志和欲望，破除自我中心的僵固思想，忘

我無私地為所愛的神、人或理想奉獻自己。這很類似於詹姆斯論述「重生」救贖

所必需旳條件──「全然地開放自我」、「誠心捨棄」、「自我斷絕」、「天生的僵固

必須打破」，等等。45 因此，就終極意義而言，意義治療學可視為一百多年前心

靈醫治運動的延伸而具有宗教性的意涵。詹姆斯強調對「更高力量」（神）的「信」

（faith）和「自我交付」（surrender），而弗蘭克則強調對人和神的「愛」與「自

我超越」，兩者可以相輔相成而成就生命的救贖。詹姆斯認為神性力量存在於下

意識層面（the subconscious），在那裡人與神性本來合一； 46 而弗蘭克則認為靈

性無（潛）意識（the spiritual unconscious）裡面包含一種「宗教性」（religiousness），

代表著人類心靈所固有的人與超越（神聖）力量的隱匿關係。47 可見詹姆斯和弗

蘭克都跟榮格一樣肯認神性內在於自我，與祂重建連結是療癒、個人轉化及生命

救贖的根本要務。當代靈性治療教師伊麗莎白．瑪斯（Elizabeth Mass）對靈性

治療的定義，扼要地總結了詹姆斯等三人理論的共同核心，她說：「靈性治療是

基於以下原理：我們的生命存有具有一個超個人面向（transpersonal 

dimension），那就是超越於人格或自我（ego）之外的「真我」（Self）層次。此

真我把我們連結到宇宙創生力量的本源（Source）。當我們袪除舊有的觀念習性、

恐懼、無價值感等等，我們就愈來愈能與我們那本有的、自然的真我重建連結。

把我們的心靈向這個更高層次的真我──也就是內在的神聖靈性──開放，我們

就能獲得比平時所擁有的更高的智慧、力量、權能與愛，這時我們能以更大的安

祥、和諧與身心靈健全來行動和做人做事。」48
 

 

    弗蘭克把超克痛苦和死亡視為終極意義的學說，曾被批評為「走向了徹底

                                                 
45 參見詹姆斯，同註 11, 頁 121 及 131。 
46 參見詹姆斯同前註，頁 119。 
47 參見 Frankl, 同註 1, pp.67-68. 
48

 引自 Elizabeth Mass, “Spiritual Therapy,”, http://elizabethmass.com/index.htm, May, 2008. 

http://elizabethmass.com/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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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唯心主義立場」。49 不過，筆者認為弗蘭克的意義治療學說並不是建基於唯心

與唯物對立的二分架構，而是在「存在意義」的現象學光譜上，超越的精神性意

義本來就比物質性的意義佔有更高層級的地位，也更具有激揚人心和轉化心靈的

力量。50 這是由人類心理現象的本質所決定的，而不完全是弗蘭克個人思想的主

觀傾向。尤有進者，超克痛苦和死亡的終極意義和終極希望，具有深層心理學的

學理基礎，己如前述，因此不能當做形上學的唯心主義來加以抹煞。最後筆者必

須鄭重指出，這種終極意義和終極希望對瀕臨絕望和死亡的人們所展示的終極關

懷，以及對生命尊嚴和生命價值的重要啟示，不啻為世間被癌末痛苦和精神疾患

折磨的苦難眾生伸出了溫馨的援手，獻上了生命意義和希望的新禮物，同時也值

得關心人類福祉的學術界人士深思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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