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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先秦儒、道、醫思想中的精神健康觀念

業錦成

香港理工大學

中磁傳統又化博大精深，與西方文化有頗不相同的地方，精

神健康觀念也是一樣，現代西方的精神健康觀側重個人自我

價值觀、社會功能和人際~~係各方面的潛能發展。而中間傳

統文化不少是源於先眷諸子的學說。其中儒家的孔孟、道家

的老莊、醫學典籍《黃帝內經》都對中國人的精神健康概念

有深遠的影響。他們的學說在有關精神健康的思想、是主張和

諧， 11回質量應該克己以滿足瀏髓，如家庭、國家的要求，著重

名份和天人合一的詢和。這些觀念對精神健康實務有頗多激

示，專業人員應該充份掌握這些氏族文化的特徵，在實務上

加以適應和運用。

強起鑽過鐘慶越正主

境代精神健康概念源於「心理衛生J 的主要堅概念一對生命有積極的

機會便能預防精神疾病(Ridenour， 1961) 。這犧概念和 Menniger (1947) 、

聯合綴(Wor1d Health Organ目前的n [WHO], 1975)和 Wotton (1 959)所提出的

精神健康理念很相似。 C1are (1 976)和 Callicut and Lecca (1983)把精神健

康概念加以發揮，成為發揮個人潛能，適應社會， í:是為社會能力(social

functioning)和人際協{系的概念。這穫絨念:與笑圓的《精神病診斷手冊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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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錦成

版HIí論述一樣(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1994, p .32) 0 Tacker旬，

Skidmore and Far1ey (1979)將這些觀念分為三{昆主要的廢次:

1 對s我價值的背定(feeling of se!f worth) 

2 對自我社會功能的滿足感(satisfaction with socia! functioning) 

3 對與其他人相處的滿足感(satisfaction with 凹的 socia! re!ation) 

這三三{昆主要吾爾次在關方的觀念中，都楚以發表整個人潛能，令{昆背景能有

滿足感為目標。事實者嘗試恨據這三三倒灣次，去論述中國傳統文化中有關精

神健康的看法和般示。

氮裴竄去恩主里

嚴格來說「精神健康J 、 f化、海健康 J 、「心理衛!t J 約詞句，瓶中

圓的文化思想中很少出現，近似的詞句烏有 r快樂」、「和諧」、 r心
安J 、 '1'這愉 J等等。由於中國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所以本文

所論述的所論中處傳統文化您想概念，只局限於單JWl盟和發秋持f-\:ákJ.譯術怒

i喲。辛辛秋戰鐵絲代學術澎濟，百家爭鳴，學術文化成果激E頁，影響歷代深

遠(Eberhard， 1977) 。照{漢書﹒輩革文誌}所裁，諸子百家所指約包括儒

家、道家、陰楊家、法家、各家、農家、縱橫蒙、雜草草、屋畫家和小說家。

每…學派都有其獨特的學術兒解，對後世有深遠的影響:

36 

儒家者流，畫畫出於司徒之宮，助人譯音陰陽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中，

留意於仁義之際。

道家者，登出於史霄，自登記成敗存亡禍總之道，然後知多重要執本， 1宵

歲以自守，主草弱以自持，此草書人階宙之術也。

陰陽家者流，讓出事義和之宮，敬順星星天，終象日月還晨，敬授民峙，

其所長也。

法家者流，葦的於耳里霄，信賞必罰，以串串薩斜。

各家者流，蓋出於機霄，古者名{立之不悶，最重亦與醫生。



先轟儒、道、醫思想中的精神健康居見念

墨家者流，童畫出於清單單之守，茅屋采梭，是以豈是儉，發三老，是以兼

愛，選士大射是以仁靈童﹒.

縱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宮。

錄家者流，登出於議會。

草草草草者流，童畫出於農稜宮。

小說家者流，畫畫出於褲管。《滋書﹒童基文誌》

《漢書﹒童基文誌}認為十家之中，只有九家可足觀，所謂 f九流卡家J

就是這個意思。云云十笨，尤以儒道星星法是戰屋里時代、先秦思想的「顯

學 J(馮有闕， 1985 ; f會主吉毅， 1987 ;錢穆， 1985) ，顯學就是直覺流行的

學說之意。綠豆立以孔孟的學說為主車字，道室主貝!Jj;)、老正主敏銳為主基礎，墨家則

以墨子及其內人為萃，法家11!J以管子、李{學、簡單車及韓非學說為主。九流

十家較多討論人生織及精神健康概念的是{論家、道家和以陰陽五行為主導

的先秦醫學觀念。無可否認，懦、道、陰陽五行院學術對中單單傳統文化及

中國人的思想影響深遠，實在是廢久不袋的。

今年發懦、法、聽聽哥哥的演忱

自草草行吃董仲舒翻出首家，獨尊儒術之後， j驚喜長您想就成為中國文化的

主流(Eberhard， 1977) ，其中尤以儒家中的的本經典一一間變 C{論語》、

{孟子》、《中庸〉、《大學})為思想核心。燈代儒家您想在這核心思想

下不斷變化和發展，如漢代皇室仲當于在{春秋繁重事}一書擊中fi:'J儒家思想和陰

陽五行互相揉合，來明理學幸Ll主陽明及蘇東坡經佛道中的部分，耐住帶進儒

家思想的範盤;清代以八股文去演綠朱子和悶響中的觀念;孔教的成立和

發展又把儒家思想宗教化(;哥華菩薩詞， 1985 ;錢慘， 1985 ;柏楊， 1988) 。

這些變化當然對心磁健康概念有所影響，個鑫於木:立:篇摘自自係，主雪在不能

一一論述。追源溯始，這些變化都是以四害的您想為主幹'四書擎的觀念和

邊念在中國燈朝都在重久不衰，其中不少內容對於現代中關人來說依然是耳

熟能詳，因此本文就取劉華書中有關心磁健康概念的部分加以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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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思想、雖然受漢輯室主仲舒罷約百家，獨草草儒學的自~r旬，但依然店堂久

不幸運，立宜發展成中關主體文化思想的君主要一環(Eberh肛虛， 1977) 。道家的緩

代發展基本上以老莊思想為中心，不關?發展變化(Tong， 1986) ，如賀老之

術和修練之術關3萬共而真下根義。道教在漢代「五斗米道卅日「黃rþ之晶lJ

待興趣，及直至宋代的全主主教的大盛。( íD~希泰、潑大潮， 1994; 柏楊，

1988 ; Wu, 1986) 。老莊之學又直接影響魏晉南北朝玄學和清談之風，道

教的思想經明代小說{封神榜演義》的抑佛草草道論又變成清代和環代民間

糢拜的偶像(卿希泰、庸大潮， 1994) 。這種種發展和演化其實都直接

與人民的心海健康有闕，哥哥逐一評述，實非短短文章可以勾畫站出來。古生此

本文只能集中討論道家思想的源流一一老莊學說剖析有關J心理健康約概念

部分加以論述。

陰陽五行方函，與精神健康有鏘的概念其質是中劉醫藥典籍《黃帝內

經》 脅。《黃帝內經}是中翻盡量-'F悅目約醫學與箱，是最早具有總絃俊的

代表作品。此書聲內容非常雙重言，草E鷗亞運泛，是自軍代壞事學者必讀的典籍，放

以該書聲譯本投理演釋的根據(俞↑真切， 1981 '頁 34) 。

{黃帝內經》十八卷是公元前二世紀(單!1，~末期)的著作。此書要逆不

是出於一億人的手笨，也非某個特定時期的巨星品，而是在西淘之後，秦漢

之齡，最望過許多驗學家共同編成的。他們總結了前人的經驗，立主結合當姆

的文化，把那一個時期的醫學絞點和星星富經驗廢集成有系統的男主論，並托

名黃帝所作。現存的有《索問〉、{草草梅》各九卷一十八躍著(俞慎切，

1981 '頁 34)

{黃帝內經〉不止在E!E瑰、病理、解音。以及治療疾病方面有系統和獨

創的見解，其對養生之道，維持人的健康平衡也有詳細的描述。《禁閉}

卷龍的(一仁古天真論〉、(四氣詞語申大論〉、〈陰陽膠、象大論〉對維持個

人的精品月1和心理健康有君主要的激示和描述。華書中認為人應與天地萬物、四

符變化、陰陽、丑行(金、木、水、火、二l:)和萬物互相詢和。筆者試從

這生是描述去分析其有關心理健康的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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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嘉儒、道、醫思想中的精神健康概念

錢籤又比的E單位愛滋

嚴絡來說 'm年來有不少學者都著意研究中撞車傳統文化對現代中關人

心巷里、性格、行為的影響。這些研究和論述，大量kPJ分成三個億次﹒

1 從有晶晶的歷朝古籍歐文出發，追源溯始，希望能間現代心理學的角度

瞭解以上問題立在加以分類，其中表表若是燕關材(1996)所著的{中關

心理學史》。

2 從隨朝深入民闋的小說、故學、典故、教材發掘出其對現代中毆人心

理、性格、孝道等等觀念的互交影響，像李克:園、楊國拖在(1981)編

幸苦的《 εþ關人的性格}比較接近這種討論模式。

3. ffl f!:Eí方心理研究的畫畫化方法，去檢視傳統文化對現代中~人的影響，

例如逐年邦氏的事H乍(Bond， 1996)就是這種方向的討論。

無可否認這三個路間的研究和討論對瞭解傳統文化對現代中國人的影

響都非常重要，並且可以互補不足。{且三(自!饅頭約討論部側重的青憫人心理

和性格，對精神健康的論述比較少。畫畫堅厚(1987)當局「儲家仁道」的概

念去檢誠現代台灣大學生的心理衛生戰念，直要文至是等(1985)又當論述中國

文化與精辦健驗的概念，但內容較側重重於現代f!:Eí方蓋章化研究，精神健康概

念在此替中只是ffl一個非常機絡的形式去討論，有關家庭、予哥兒、精神疾

病、壓力、教育等等的研究未有深入的論述。

主動者上:立起理白，本文作者嘗試從有關精神健康的概念出發，並以!論家

的四毒、道家的老莊、和《黃帝內經}的際文本義去檢視其精神鍵康概

念，並立抱有關概念與現代誼方精神健康的概念作一比較，期望對中閻人

的心翅輔導干草某種文化敵示。

這種論述方法有真好處，也有其筒限性。其俊點在於能尋根究底，先

從先寮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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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費朝的各種想想差不多都是也先秦思想的根藝演化出來(唐沼毅，

1987 ;馮有蘭， 1985) 。所以找到先讀書思想的被社會品t容易慢慢找到援朝

心理健康概念的演化和遙控思想對現代中關人的複雜影響。這穫論述的局

限，在於本文篇幅線，蜜月史無法列由徽、 i蓮、監事綴朝演變的討論，而設更

無法進…步套設化調查和研究有關觀念，以亞當定其對現代中圈人稍前時3{;、理健

鼓聲克念的影響。但無論如何，從影響深淺的古籍原文出發去告羽絨先秦怨、戀

的精神鍵!漿概念也是橙其靈哥哥的根墓。

同時，樹於孔孟、老莊和《資辛苦內經〉等著作都博大精深，絕非本文

短綴篇幅可以論述，所以本文只選擇般有關「精神健康J的概念加以論

述。

先秦懦、道、彎的精神健康概念

鐘鎚鼓鼓的盒度

{黃帝內經〉所載傳統童聲學的理論主要主主義於陰陽丑行之說， (索問}

中的(陰陽應象大論〉早日(上古天真論)強調陰錫調穿白，滋生萬物，去行

約生棺則，從陰陽五行的理論高演化成為各種疾病和機學的學說和方法

(Lìu & L間， 1980; Lin, 1981) 。傳統灣學角度與精神健康有關的是陰楊五

行的諷和和情悲互動。

鐘盜盤盤的陰陽五fi

從{黃帝內經> (陰陽應象大論〉所霄，精神健康其實和身體健康一

樣楚源於陰陽五行的哥哥和平衡，相生相剋(約旦tf是﹒木:í.火，火:í.:仁，土

生食，食生水，水木。相剋是水距II火，火剋傘，金剋木，:;1它剋土，土完

水)。天地萬物都與陰陽哥哥和、芳:行車目全相克II有關。要維持心理和身體總

驟，個自棄必須和天地萬物的陰協調和， R裂丑行相生相剋有~哥(Fung， 1948; 

L泊， 1981; Tseng & Wu , 1985) 。這些角度和看法後來與有關地方民間的傳

說、 j閑話、風水、占←軍裝上關{系，成為民椅行為、自我觀念、人際關係、

社會功能的規限(Lin， 1981; Tseng & Wu 19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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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儒、道、發恩怨、中的精神健康概念

鐘進盤主且

《主音辛苦內經》是中國醫藥邊論員登古替罪日權威的著作，其中〈言表間}一

卷J!對情志和精神健康有清晰的描繪:

ZE闊前少欲，心安而不懼，外不勞形於事，內無思想之態，以恬愉幸事

務，以自得為功。{黃帝內經﹒索間 上古天真論}

所謂 f忘殿前少欲 J 意思是對情志和欲望有所約束;所謂「心安街

不i撥 J是指保持心境平和，減少不必要的憂慮，所育館外不勞形於箏，內

無思想之蔥、 J '是指減少不必要的勞役和掛隙，所謂「以恬愉為務，自得

草草功 J 是指心情險朗，懂得自我欣賞(陳九知， 1996) 

儲安向發的東和111官仰的辦合:

無可否認自溪較量重仲舒「離組Ef家，獨辛辛儒術J之後，儒家思想成為

了中閱文化的主髓，其中間書(論諮、孟子、大學、中灣)買主成為中國人

的行為典範。的發的思想主張「忍心、修身、齊家、平天下 J '特別是在

「芷心J 及「修身」上要求般格，做檢必須自我約束以質服務髓的要求，

以遴致家、國、天下的平衡和哥哥和。

一、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是儒家的金科玉律，鼓勵每個人應濃重重控制自己的情緒

喜怒哀樂之未發言聞之中，發的皆中節謂之和﹒ ..cþ也者天下之大本

也'和也者天下之遠道也。{中!寫}

那就是說個人的情感應多加抑制，以便能與其他人的關係有所詢和。

純粹般人感受的自然抒發，似乎並不為{中厚實〉所鼓勵。 t ，午1 J 與「和」

都是個人，人與人及大社會中的不變規限。

41 



業錦成

二、仁義忠、恕之道

儒家思想極力主張仁義思、恕，仁是 f兩人相處J 之道;苦奮是 γ事之

笈者J' 換言言之，個人必須考慮其他個體之利主蓮、感受，才是行專業告人之

道。

己欲lL而立人，已欲逢甘冒逢人。《論語〉

其中的主導思戀是個人吾吾維持精神健康，忍讓他人，為別人立仁立

德，以他人的利益好處為依蹄。

「忠、 J 、「恕 J 也是以他人為本的妥善事思想 r忠 J 是對別人，特別

是比自己社會地位較高的人，如父母、上司、軍5::1三等，重要蓋章忠、職守，專一

終守 r 懇、 J是忘記和接納別人的銷單單和自己吃虧有t麗的地方，立宜不會因

而不安。

諸子目俞於苦奮，小人E柳青利。 H穌的

夫子之道，忠、智、而已矣。《論語}

換言之，在函對別人縛，必須首先放開個人約利授、感受初看法，

以別人的好處和穩定和織的人際關係為主哥哥。達到這種境界，才是個人真

正的平衡、諷和和安薇。

三、正名

儒家思想中的忠、怒、仁、義都要根據個人在斂會中的地位、名份

和規限中進行。

君主習、區區、父父、子子......必也正名乎。{論自喜》

意思、是說作為君主的應有君主約行為和規限:作為筷子的應有自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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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為和體法，作為父親的應有父親的角色行為和資任;作為兒子的應有

兒子的行為和資任。還不但局限於行為和規限，個人更應將這些行為加以

內化，以滿足自己的角色。億髓的自我肯定用別質鐘都應由這些角色和規限

所界定。

四、知命

間對自己的社會角色和規限，個人應該努力做好本份。面對閻難和

矛盾時，膝蓋章力超越間難，在固定的角色和規紋中做得最好。

知不可為亦為之。{論吾吾}

智者不惑，仁者不變，勇者不懼。《論語}

知命的思維令人在局限中能心安，令儲機能自我約束和!提界。

t當草草臆想中的女人命一

儒家思想做護自我約束和阪服知命，但道家思想則主張天人合一。

老子和莊乎都主張伯人與大自然á';韻律詢和，超越自我規限，達致舒然鑫

遁的境界。

…、與道及自然規律的敝合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無，天地之始，有， E舊物之母。故無欲以觀其妙，常有以觀其徽。

《老子}

ri草 J t是天地萬物之源，各種事物都是由 f i藍 J 轉化而丘克的。道在天

地宇宙之間，在「存有J 與「存無 J'扣互動。間對自然和宇宙的燒律，倒

人必須自我謙卑。「道 J對他1人立直無偏好， {且只有大智普擎的人才能明白其

中道理，與大自然的規律互相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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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道的正反Ii動

fi草 J 立立非停滯不變，而是相對約三位，互相契合的。

反者道之動。

大臼逝，逝白這章 j鑫日皮。

物或擴之而餒，或直是之前t員。

禍兮稽之所倚，搞兮禍之所伏。。

道常無為而無不羊毛。{老子》

?道 Jf是Ii對Ii".色的，事物有正面，同時也有反前，禍福本無幣，不

知怒的事也有好的一關;好的事也有不刻意的一面。有授的事物可能有

損，有損的事物也會有說。在正反Ii動中不應太刻意追求、進耳頁，但亦不

需要保衛自我，接受批評崩辱。一切泰然處之，藍藍「道J之自然定律循環

互動發生，在!然為 J cþ也「無不幸事 J

三三、從「有很J 至U r 限 J 的藍盟軍吉

莊子進一步發捧老子的怨、想，認為人應超越自己的極限，與天地苦苦

物約「無限J 契嗡(Fu嗯， 1948 ; Wu, 1986) 。莊予的「照之於夭」就是與

無限契合的意思。根據這發無限的觀點，一切是非議恕的事辯就會顯得乏

味和沒有意思

既使我與若辨矣，若勝于兒，我若不勝，清泉是也，我果非也邪?我

勝悲，若不夸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令其成是也，其或非也

邪?其{真是也，其{具非也邪，我若不能相知也。〈莊子}

與人哥華勝哥哥華竟無論成功與杏，成敗雙方結果都是一樣，在「無限 Jcþ

顯得無奈、無知和無聊。日妻子買主用坐井觀天的青按比nffù這種薩克點(Wu ，

1986) 。

坐井觀天，若天小也，其所見小也。〈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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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莊子的觀點中，萬物都應摸其自然，正如在(齊物論〉所當

ï'ïJ乎筍，不可乎不可，道行之前成，物謂之而然慈乎然?然淤然、惡

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盟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莊子》

萬物都有其自然還行的規律，沒有一樣是不好，也沒有一樣比其他

好，如此生生不息，和「道J 並5t茲行。這種「無限J 、 r /11買任自然J 的

觀點，令人超脫自我、善怒，好潑不ffl與人爭勝互之爭競'不用為純總擔

憂，從背吉達致無為及天人合一的境界。

的、真正的快樂

莊子認為真正的快樂在於天人合一，逍遙在「無限 J 的空間，在

「道J 中自由自在，這種思想在莊子的(逍遙遊〉表現無遺:

若失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遜總草草者，彼益惡乎待哉。放

日，至人無己，最申人無功，~人無名。〈莊予》

一般人的快樂是相對的，但卻不明白「無限」幸[1 r真正J 快樂的意

思，只有認織f道J的人才明白嶸解，在真正快樂自由翱翔。一個鑫力而

施的人不會介變自己;一{屆全神食注、自得其樂的人不會理會成敗得失;

一個豆豆鹽，有 f無限J 觀點的人不會理會別人的看法及盧浮的名利。

五、超脫情緒及人為局限

擁有這種「無限」的觀點，人才能超脫苦樂，自由自在。莊乎在(至

樂)中將這觀念表現出來

今俗之所為其所樂，杏文未知樂之果樂邪，樂不樂邪。吾觀夫俗之

所樂，碧藍君羊趣者，經諮然的將不得已。ITiî皆曰樂辛苦，苦.u、無為誠樂

矣，又俗之所大1lf也。故日::;E樂無樂，至掌聲僻、譽。《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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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子在滾樂中，看透其麥子之死，認為她只是超越自身極限，從而

鼓盆前歌，在「至樂J 中忘記應有約情緒反應。

六、無為中的自護自得

;在「道 J 中無為，在大自然的規律中發生自保。

為蓄熱近名，為慈無近刑，緣督J;)、幸在潑，可以保身，可以至三笠，可

以養綴，可以至童年。<游子〉

在(養生主〉一篇中，莊子認為一般人在善事攀上不要求名，在憨事

上不要向雷犯刑法。但如果人更遂一步順著天地萬物的法劑和規娘從事，就

可以保發生命，可以保全天性，可以養護身體，可以享盡天年。

傳統概念的背後

與傳統思、想比較，西方的精神健康絨念沒震發揮個人的潛能。無論

是自我形象'%人相處和社會功能各方闊，都要發揮和培養個人約潛能和

特長。信中屋里傳統有關精神健康的概念則注盞群綴，如家闋的利益，處處

以別人的好處為先，主甚至三要放菩薩個人的利益，約束自己的情緒，以便是蓋到

「表E盟和諧」的境界。

約束個人及以刑人氣候的中尋尋思想

無論是傳統的陰陽五行，儒家和道家的思想都支張放開自己，以別

人為主的您想去介定個體約償債、滿足感和社會功能。陰陽五行中約陰陽

豆粉日，五行相生相剋的觀念暗示理人放沒有人定勝天的能力，相反個人的

思想和行為應該跟從陰陽丑行的樂化，才能順天行事。這種重陰揚和五行的

理論除了我中國的傳統星星藥中成為主導理論之外，至在與星相、占←、掌相

互E格配合，成為中蹋人思想和行為的依據，每年、每月、每臼都有特定禁

忌和應做的蔡惰，個人獨特的創蔥、自主的空間、價值和滿足感都受到限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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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儒家思想中，仁、義、忠、、恕、正名、中篇都是約束個體的方法。

憫人的滿足感、價值和社會功能熔該以別人為先。{論吉普}中的「已欲遴

而逢人，己欲立前立人品t是先要做就別人， ;j:寄自己的利益放在次要的地

位。 r{之 J 、 r 昌盛」、「忠、 J 、「豆豆 J 更鼓勵偽綾作出某種程度的犧牲

r~j要求個鰻忘記和寬怨別人對自己所作的弓之剎車記錯誤的攀情; r 忠、 J要

求餾體對權威的人士，如父母、君主、 i雇主完全的眼服; r {二 J 、「華語 J

要求儷體以「學之宜者 J '在二人相處中作出適當的退譏。總體在rf二 J 、

「羲 J 、 r 忠、 J 、 r恕 J 的規範下才能肯定自我價值和社會功能。自我的

滿足憋在於自我能付出多少去達到「仁J 、「羲 J 、 r忠 J 、 r恕 J 的規

限。這種「自我J的付出，與巨耳方精神健康恩怨中的發障自我，爭取個體

樣說的主導怨、想非常jjiij異。另外，正名的觀念 cr若望吉、隨ê 、父父、子

手 J)黨主要求{愚體的行為、您想完全局限在特定的角色和功能的規限內，

憫人要符合這援社會角色和功能才能肯定自我，才能獲得別人和社會認同

的滿足感(孫縫墓， 1983) 

道家思想知用另一種概念吉普否定個體的腐限，希望{閻健得到提昇。老

子和莊子認為個人的成敗得失並不愛耍，個人應超脫這局限與「無限J的

fi草」互相配合，在「無限」放開一己之感受和價值。換言之，個體的價

值和肯定並不在於爭取做髓的利益，反而在於放闊倍!髓，與ri草 J配合，

在「無己J 、「無功J 、「無名」中昇喜喜成為「豆豆人J 、「神人J 和「愛

人 J

位鈕玉的週主h!

傳統的中閻思想主張「以和為重建 J '一切都應以彼此調和、和011廣為依

歸(孫陵墓， 1983) 。這種諷和是鑫於兩種童基本元縈:其一是個官費為了

群體的利益而自我約束和妥協，豆豆二是為了調羊目前盡量量避免衝爽，或者把

可能發生在醫突的地方看為哥哥和。

陰陽思想耳目學說將兩種相反的力量重 (r陰 J 和 r錫 J) 積為互相綱和，

滋生為物; j讓家中庸怨怨則主張凡要真以中和鴻章聖，個人行為切勿過份，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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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與其他人痠生對立和衛突 i草家貝司在「反者;草之動 JC軒說明對立:其實

也是調和，在否極泰來中將禍稿榮辱放闕，譯音透苦苦物嗨，姻緣便不會和其

他人爭綴。

這種詢和其貨幣娶個背景作出萊程度上的妥協。儒家的「忠、恕仁義 J就

是要求個體以其他人的利益為木，自己的利按在立人立己、耳目人克早已之前

提下作出妥協。個機的行為不能超越鐵骨譯作介5E約角色範瀏。 æ君臣父

子 J 的特定範瀏下，個人的特色和自îL被看?為次耍。道家思想也不遠多

餒 'f譯者透萬物，與fi草」一起的夫人合一觀念，把個體的榮辱得失看得

淡如清風。倘有擎的自我約束被i寫道昇哥華成為完成鮮體和合的英寧和譯音透萬

事的盡量萬境界。

組裝的錯本鐵車畫

約束和諷和下的{閻健要壓抑個人情緒，這稜被廢抑的個人情緒經年重星

星壘，就不容易忘記和消失。在傳統的戀輩革中，如{黃帝內終〉鼓勵人「志

閃而少欲，心安而不懷 J '希皇室用「少欲 J 、「心安 J 以看淡箏物等懇

懇來抵消約束情緒平帶來的不安。儒家思想的中膚病希讓人f喜喜怒哀樂之未

發，謂之中 J ' r 尋~j生之講道，修道之謂教 J 用修養己人， í 1主>[川、

r 克軍誠 J 去面對自己的情緒。朱子在宋朝所提出的「存天理，豈是人欲 J

就是控制自己內心情緒的極度發展。道家中莊子則勸人應r 豆豆人無己，科

人無功，聖人無名 J '竊以消化被約束的不安情緒。所謂「至樂無樂 J就

是追憲章「至樂 J '譯音串連枝上的「不樂 J '以便消化一切被廢抑情緒的鬱絡

和不安。

益組組包車益鎧讓到路藍藍

長期的自我約制和自我妥協很容易令個犧被壓抑和自我否定。要避免

這種傷害，傳統及精神健康思想教導個體在強大的約束下，應安Di可自我保

謗罪日自我疏離。

與其指出這穫{閥繳利群憶中的「不對等」關係'或者「倡導 J 個體的

「機設J 及「能力 J 去爭取合理的「平衡」閱(系，不如從自我疏離、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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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束 ， ffl r lE>Li、 J 、「修身 j 去 f疏離 J 自己的情緒;用 r lE名 J 去隔

開自己的需要和特色。 i擅自己獨處時都要有與別人一起的r慎獨」態度，

令自我約束在「格物J致知 j -F與孽，疏離了自己吾吾耍，從而避免約束

內化和加深刺激。《莊子》中的(發生主)更是教導偽體如何在鮮體約制

中謀求自我保護(Fung ， 1948) 0 r 豈有善無近名，為慈無近俏，緣督以為

緩，可以保身，可以食生，可以畫畫綴，可以盡年 j' 就是教導個人如何保

存自我，免受不必要的傷答。儒家中的r lE名 J舟另一角度去看，就是叫

人不星空超越本份和自己的角色，乖乖的在特定角色中發揮自我功能，從此

便不會受到l群體和社會制度的抗姬和傷害。換言之，順版(submissivenβss)

是一種鐘之有效的方法，藍藍人逃避制度帶來的傷害。

對竄去心理盤益及其的處丞

總括來說，先善事思想中的精神健嫌觀念以{黃帝內經》中的陰陽五

行、儒家的孔孟、中鑽洞口大學及道家的老莊學說為主導。這幾種傳統思品註

雖各自不間， {反棺間的是傳統概念、背後都是別人為先的主導思想。它們都

主張約束個人的需要和情緒，以達致群體中的諷和及平衡。在長期約束

下，做人會產生自我保漿和自我jlf，[攏。這些傳統文化所倡導的個人精神健

康觀念，幾千年來根深蒂固，直到現在依然是中蹋人思想的深層結常需在孫

陵墓， 1983) 。而且傳統恩怨所倡導的精神健康思想與現代間方所提倡

精神健康，思想並不相筒，後者注室主(續體潛能的發揮，前者注豆豆群體的諷和

及個體的約束。這些不同的地方其變對輔導的民的、串串{系和手法都有重重要

斂示。畏艱丸來，我們都依賴西方輔導模式去串串導讓人案主，這些案友在

思維i二依然、深受中國傳統思想所影響，而西方的輔導模式郤以西方所倡導

的{陸|人為本的精神健E賢思想為理念。因此在「本土化J瀚哥華時必須重重紋中

關傳統以群體為本，約期間餘的精神{l\~盟健潑概念，從而重重新反思輔導的

間的、眉目係、過程rl閻王法 (Chan， 1998 ;潘英海、陳永芳， 1993) 。現代

自方輸導形式，林林種種，較通行的有心瑰分析治療法、理f生情緒治療

法、行為治療法、完彤治療法、現貨治療法、認知行為治療法、當事人中

心治療法等等(林孟平， 1986; 當文袋、徐靜， 1987; Iv句， Ivey & 

Morgan, 1993) 。治療及輔導方法錄然各派學說互有不i筍，但Iv句， Ive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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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gan (1 993)在{不同文化中的轎導和心理治療}(Counselling and 

Psychotherapy: A Multicultural Perspective)一書則認為輔導的茵的、關係

早日義立拉手法都有共向特賀。而已要文處及徐育事(1987)則認為輔導者應考單單案

吏的社會及文化的絮，其中要點如下 (曾文廈、徐靜， 1987 '真 315

316) 

1. 輔導者iï:熟悉毒室主的個人文化背景

2 溝通、談話褻配合案玄的教育、文化背景

3. 輔導方式要考單單案主的文化背景

4. 輔導方式要檢驗彼此文化價值觀念

用當文盔、徐喜事(1987)的理念去看中關古代傳統文化的精神健康觀念

的影響表示

1. 輔導者笈熟悉案支受傳統中級思想的精神健康觀念對在自我優鏡、與

人串串係、社會功能的影響;

2 輔導者，在海灣、談話將要配合案主在傳統中國思想影彎下的溝通樸

式、言語和表達方法;

3 輔導方式要考慮傳統中國思想的領億觀念對策主成長背景的影響，及

4 輔導方式要檢驗輔導者和集主在縛統中國思想償值觀念的主監察和理

解。

在這種假設下，我們可以看看先哥哥、懦、 i藍、餘的精神健康概念對鱗

毒害的一接Jill(示.

或繳獲崑島時里立

輔導的目的除了是發揮憫人潛能，提高自我形象、社會功能、克服心

環障礙之外(Iv句， Ivey & Morgan, 1993) ，更應留意群糢對餾人的畫畫嬰影

響，個人在群體中(家庭、別友、親屬、同事、社會)的和合俊}J!F;藍得到

農鬧。輔導目的中發摔倒人潛能、自我形象和社會功能應該配合億人在群

錄中的功能、角色、關{系，要發展個人的功能，同時也提高儕人在群體中

的協調，才是輔導受先發傳統思想中精神健康影響的~主的主要空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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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壽儒、道、吾吾思想中的精神健康觀念

進趟盞燈益主噩

im方輔導模式著愛輔導員與草鞋萃的做人串串{系，這種串串係以輔導員為主

導。輔導長以防違心、尊重、誠懇的態度去建立與業主的關係(Ivey， Ivey 

& Morgan, 1993) 。這種關係本質上是以案主為核心，以發展案三主潛能，

消除心理障礙為依歸， {鼓商對策.:t:一向習慣為群體論和而約束自我和感受

的先秦傳統主導思草鞋，草草主f良答易感到不安。業主會不習慣向陌生人吐草草

感受，要豈不管憤恨自我疏離和保護放開。間此輔導晶體係的建立不但可能比

的方案主緩傻，而且建立方向也可能有所不筒。在先若要想想的精神他康恩

怨、影響下，書長主可能習慣輔導員先由主要群體(家庭、朋友)中一起作較

初步的認識，得到他們「諷和J的認同，才放心與輔導員有較深的個人關

係。

在鑽婆去送去盔

西方輔導模式繁多，方法林林穫種，其中有不少以倡導案主約束惰緒

和鬱結為主導約(Iv旬， Ivey & Morgan, 1993) ，更有一些以策略，操縱銜

笑，為主的方法(Tayor， 1996, p.2日 1) 。但在亞對一向以詢和、約束自我和自

我疏離去海深厚喜思維習憬的案主，這些模式很容易會引起草草主的不安和陌生

的感覺。輔導員在選取方法時必須/J'\/心留意文化的差異。另外商方的輔導

方法往往強調科學的驗證精神，對書長主以傳統思想陰陽1ifi所發展出來的

閩、水、曆法及道家思主會、發展出來的天人合一，以忍、富起為先，以約束自我的

內在疏導功舟，往往會被有「科學驗證j頭腦的串串導員忽棍，喜甚至不加以

草草護和聆聽。輔導員會轉用西方串串導方法才解構策主的潛草書識，或~主的

行為您想聯繫。過速使用這些方法會令業主覺得輔導員對自己缺乏尊鐘，

更甚者會覺得麟、導5毫不瞭串串他的需要，從消對輔導失去信心和投入感。

以上種種都是由中國傳統的繪制健驗觀念中所引發的點滴，!&示，進一

步的探究工作是必須的，而只有這樣才能!8im方的串串導模式與先秦{專統文

化揉合，在案三E身上發揮更大的樂效和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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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拉錦成

結語

本文嘗試從先哥哥思想、中的孔孟、老莊和{黃帝內荒草〉的日軍文去論述其

有關精絲健握實的概念。作者更嘗試把這些概念與商方較現代的精神健康作

一初步比較，希3望這生長指述能對輔導受先要鞋傳統文化思想、影響的草草支持有

所!l\(示。如本文所言，本文所採取的討論形式是EÉl莖吾吾古籍的原文出發，

然後與現代研方精ff，1申健康觀念作比較。這穫形式的討論，好處是對中國傳

統古代文化有較深入的理解，又容易找尋傳統中圈5思想的根慕，追i僚溯

始，慢慢勾畫1出歷朝有關輩兒念的發展。其局限是需要要進一步的研究，去讀

者先秦儒、道、醫古籍殿、想對現代中關人的精神錄康的變質影響。就這方

詣的發展，本文當試提出以下的研究課題:

l 究竟儒家、道家和《簧辛苦內給》的五行陰陽發生概念在廢韌的演變如

何?他們相互的影響對路代中國人的精神健康有甚EE影響?例如，儒

家思想夜來明理學時夾雜了不少佛、;藍思想的概念，這樣有何君主要?

2. 現代中國人在間對不同心理和社會處境時，會不會傾向不俏的先森恩

?想作為精神健康的取向?例如，會不會我遇上危難和挫折時，傾向道

家的自我超脫出世思想?夜間對強權和社會規章吉姆傾向儒家的自我約

束思維?在閑暇時會傾向{黃帝內經》的陰陽爾和的變之道呢?

3. 現代中國人在間對f表現代思維，工商業社會的白熱化競爭時，傳統中

國文化的儒、 i藍、陰陽至1行有關精神健康概念如何蘭對這些在百壁畫呢?

兩者是紛紛約成，互補不足抑或是充滿矛盾和衝繫呢?

以上種種問題，賢在需要進一步討論、思考和不斷的研究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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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ucian, Taoistic and Medical Perspectives 

on Mental Health in the Pre-Chin' Period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o certain extent,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modem western 

culture, especially in the perception of mental health of individuals. Modern western 

concepts of mental health focus on the sense of self-satisfaction, individual's social 

functioning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mong individuals in the society.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 which most of them are founded on the different 

school of thoughts in the Pre-Chin' period stress more on collective harmony, self 

discipline and control of individual's needs and desire to fulfil the requirement of 

the family, society and the country. In this paper, the writer tries to analyse related 

mental health concepts described in those classical texts like the Four Books of the 

Confucians, Lao Tsu's and ChuangTsu's writings in Taoism, and the Yellow Emperor 

Internal Classics in Chinese medicine. All these are important classics in the Pre

Chin' period which have a strong impact on later dynasties. Their implications on 

the counselling with Chinese clients are also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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