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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和諧與超越

從考古學、人類學看中國傳統的身心關係

李亦園

中文摘要

本文首先以張光直博士的「連續與斷裂一一中西文明起源差異理論」來說明

中國傳統思想中身心一如在人類文明發展過程中的重要意義，進而再以作者本身

研究台灣及閩南民間文化所建構的和諧均衡宇宙理論，以及主持「文化，氣與傳

統醫學研究計畫」的成果來說明傳統中國文化中身與心如何「一如」與超越的過

程。

關鍵詞:連續、斷裂，身心一如，和諧均衡宇宙觀，參與體現，超越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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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台北法鼓山禪寺住持、法鼓山人文社會學院創辦人聖嚴法師多年來一向都以

「心靈環保與人文關懷」為其佈教目標，所以本次研討會即以「心靈環保與人文

關懷」為題。聖嚴法師在國內外佈教多年，在國際宗教界與文化界享有高聲望，

其理念亦廣受歡迎。聖嚴法師對他「心靈環保、人文關懷」的理念，常常引用

《維摩經» : r隨其心境則佛土淨J '以及《華嚴經» : r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

造」的經文來作闡釋，因此也常用「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的話向他的

信徒與一般大眾作說明。聖嚴法師作為一位佛教高僧，所以他宣揚的理念自然明

顯表現其釋家教義特色，但他也是一位深具中國文化背景的學者，因此若作更深

入的理解與體認，這種理念實際上也與傳統中國哲學思想中的身心關係思維有相

當扣合之處。這樣的想法對諸位來自哲學、宗教與思想史界的同仁自然比我更清

楚瞭解，不容我再作贅言。作為人類學的研究者，也許我可以從考古學以及文化

人類學的立場對法師的「心靈環保」理念作一「另類」的闡釋，並以之就教於法

師與各位方家。

二、張光直論中西文明的差異:連續與斷裂

首先讓我從我國著名考古學家張光直教授 I 的中西文明差異連續與斷裂理

論、或者更清楚地說中國文明的連續性特色說起。因為張先生這一中國文明起源

理論與本次研討會的主題「東亞思想傳統中的身心關係」有密切關聯，同時也可

以說張先生的這一理論對中國文化中「身心一如」思想傳統的起源時代，以及其

如何形成的過程提供一些前人較少提起的線索，所以值得在這裡提出討論。

張光直先生在較後期的著作《中國青銅器時代第二集》一書中曾對中國文化

進入「文明J '也就是從新石器時代進到金屬器時代的種種特性有精彩的刻劃2

l 張光直先生原籍台灣省台北縣， 1931 年出生於北京，台灣光復後返原籍地，畢業於台灣大學考

古人類學系，獲哈佛大學考古學博士。曾任美國哈佛大學及耶魯大學教授數十年，以研究中國

新石器及銅器時代考古著名於世，其對中國文明起源之理論影響圈內及國際學術界至鉅。

2 «中國青銅器時代(二»)出版於 1990 年，由台北聯經出版社刊印。該書中有〈商代的巫與巫

術)、(談“琮"及其在古史上的意義〉、〈中國古代藝術與政治〉、(從商周青銅器談文明與國

家的起原〉、(連續與破裂:一個文明起源新說的草稿〉等文與本論題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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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以之與西方文明起源的代表兩河流域的「蘇末文化J (Sumerian) 作比較。他

認為中國文化從野蠻到文明的特性可以稱之謂「連續性J (continuity) ，而蘇末

文化則是一種「斷裂J (rupture) 的特性。

為了更清楚說明張先生中西文明起源差異的連續與斷裂特性，我將他在論文

中的詳細論述簡化成表格列如下:

中國文明 西方(蘇末Sumerian) 文明

連續性(Continuity) 的變化 斷裂 (rupture) 性的變化

生產工具 石、木、骨、蚱器的延續 金屬器的應用於生產

(青銅器用於政治、宗教、祭把與兵戒)

人際關係 氏族、宗族的延續 地緣團體取代親臨

文字的應用 親族及宗教儀式(占州為主 技術、貿易的紀錄(契約社會的出現)

城鄉關係 原有氏族關係延續，政教中心的城市 城鄉分離，交易中心的城市

財富累積與集中 經由政治及儀式手段 經由技術發明與貿易手段

權力的獲得 政治與宗教的結合 團家與廟宇的分立

巫師 (Shaman) 與聖王的統治

意識形態及宇宙觀人與自然及超自然的聯續 人與自然及超自然的分隔與對立

(存有的延續Continuityof bei月)

其實張先生所舉的這些連續與斷裂的差異項目之中，他自己認為其中最重

要、最根本的因素仍在意識形態或宇宙觀以及傳播這種宇宙觀的宗教執行者巫

者，所以他說:

中國古代文明很重要的現象，即天人合一的宇宙觀。普林斯頓大學研究中

國思想史的牟復禮(F. Mote) 教授說: r真正中國的宇宙起源論是一種

有機物的程序的起源論。 J r即整個宇宙的所有組成部分都是屬同一有機

物的整體，同時他們全部以參與者的身份在自發自生的生命程序之間發生

作用。」哈佛大學的杜維明教授說: r這個有機物性的程序是三個基本的

問題:連續性、整體性和動力性。所有的存在形式從一粒石子到上天都是

一個連續體的組成部分。既然在這個連續體之外別無所有，存在的鍊子就

永不會斷，在宇宙中間一對物質之間永遠可以找到它的連續關係。 J (載

於圍內刊物《中國哲學史»)。天人合一的宇宙觀是從史前繼續下來的，是

供給中國古代財富積累與集中的重要工具。這使牽涉到中國古代青銅器的

問題。 (2001 :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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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巫者他又說:

巫不但能掌握方園，更要緊的是能進一步貫通天地。貫通天地是中國古代

宇宙觀衷一個最重要的動力和焦點。這種「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將宇宙分

為不同的層次。古代宗教和儀式的主要任務是使生人(活人)能夠貫通不

同層次，能上天入地，能貫通明暗、陰陽、生死，巫的任務就是執行這項

業務。 (2001 : 122'"'-- 23)

張先生所強調的中國文化的「連續性J '實在就是文化人類學家所說的文化

邏輯、文化法則，甚至文化的文法之意，這一文化邏輯或法則不僅主導有形文化

的演變，也規範了無形文化的基調，並且在時間與空間的向度上無限延續擴展。

連續的特性不但在中國文明出現過程中使石、骨、蚱、木等材料的工其延續作為

農業生產工真(新發明的青銅器則用於祭把、儀式與兵戒)，使文字的應用於占

←、戰爭與政治事件，而不用於記帳、也使原有的血緣關係與城鄉關係保存維持

在新制度之下，而其間最重要則是認為宇宙間萬物皆相互關連的有機整體觀念所

形成的「天人合一」宇宙觀成為動力之源，人必須依自然之「道」而行，政治領

袖與貫通天地的巫合而為一。在這種情形下，作為宇宙人間秩序的維持者之巫

頭，就得努力從事於偵測天地「大宇宙」上下間與「小宇宙」人體內外間的貫通

與和諧，這應該就是中國文化中身心關係型態形成的源頭，也就是說中國文化中

「身心一如」傳統實在可以溯源自文明出現之初，甚至可以追溯到更早期的石器

時代。

張光直先生很瞭解中國文明形成前後之期間，巫者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所以

他在生命的後期用很多時間在研究中國古代的巫親，並且特別著重於巫者用以與

上天及神靈祖宗溝通調和的工具，包括各種青銅禮器以及銅器上的種種動物雕

刻 3 ，提出很多極具創意的理論，這是張先生在他專業之外的另一重要的貢獻。

然而張先生在2001年逝世之前，因長久臥病，所以也就未能再進一步探討中國

古代巫者「天人合一」宇宙觀實際上是如何形成的，也未能對「天人合一」宇宙

觀的細部內涵作詳細的人類學剖析。

3 參看張先生的另一書， «美術、神話與祭犯»， (台北:稻鄉出版社， 1993) 。



致中和宇宙觀

(三層面和諧均衡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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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致中和」宇宙觀與體驗內省傳統

張光直先生於 1993 ---- 96 年曾返回國內，在台北中央研究院擔任副院長。張

先生與我曾在台大及哈佛兩度同學，有半世紀的友誼，所以當他在南港的三年多

期間，我們常有機會唔談聚會，其間也常討論他的中國文明起源理論，其時我的

「致中和一一三層面和諧均衡」理論已在幾篇論文中出現 4 ，他讀到後認為對補充

他關於巫者宇宙觀的內涵頗有助益，但是我們討論後更認為對古代巫者如何形成

有機整體的宇宙觀的機制上尚欠缺更具體的瞭解，最應該設法彌補。所以在他副

院長任期的後半，就一直鼓吹支持我出面主持一個稱為「文化、氣與傳統醫學」

的中研院主題研究計畫。我早年曾經在台灣及馬來亞半島長久研究過華南各省甚

普遍的薩滿式神媒，俗稱「童自 LJ 的民間宗教現象，而較後又接觸到當代所謂

「身體人類學 J (The Anthropology of body) 理論，對身體內省體認的這一問題也

有一定的興趣，因此就接受他的建議，出面主持這一主題計畫，算來已有六年之

久。

「文化、氣與傳統醫學」研究計畫是一個跨學域的集體計畫，研究者包括來

自人類學、心理學、物理學、電機學、中西醫學學者，並有來自音樂、舞蹈、體

育的工作者參與，其目的在以跨學科觀點共同探討我國傳統文化中各種身體修練

與養生保健的現象。六年間共同研究的經驗頗有一些值得注意的成果可以說明。

但是在說明這一研究計畫的成果之前，還是要先將我個人前此提出的所謂「致中

和一一三層面和諧均衡」宇宙觀的架構呈現出來，因為兩者之間是真有互為基礎

的辯證關係。下面就是「致中和」宇宙觀的表解:

「一內在的和諧
1.個體系統的和諧一斗

L一外在的和諧

「一時間的和諧
2.自然系統的和諧一斗

L一空間的和諧

「一人間的和諧
3.人際關係的和諧一斗

」一超自然界和諧

4 參見李亦圈， <從民間文化看文化中國>， «台大考古人類學于1阱，第 49 期， 1993 '又見《中國

文化» (北京) ，第 10 期; <傳統中國宇宙觀與現代企業行為>， «漢學研究»(台北) ，第 12 卷

第 1 期。另見“Notions of Time, Space and Harmony in Chinese Popular Culture", in Chun-chieh

Huang & Erik ZUrcher, eds. Time , Space in Chinese Culture, pp. 384-398 , Leiden: E. J. Brill, 19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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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致中和」宇宙觀架構是我三、四十年來研究傳統民間信仰以及家族宗

族關係集結而形成的理論系統，較早期的目的是用來解釋很多難於用理性方式理

解的「小傳統」民間風俗習慣，後來則慢慢地發現也同樣地可以用以理解「大傳

統」士紳文化中的天人關係與國家運作理念。我在前舉〈傳統中國宇宙觀與現代

企業行為〉一文中曾有一段這樣的文字說明這「致中和」宇宙觀架構的意義:

綜合而論，上述這個三層面均衡和諧系統只是中國人信念中總體和諧的三

步驟，但是它卻在縱的形式上勾連了中國文化中大傳統與小傳統兩部分。

在小傳統的民間文化上，追求和諧均衡的行為表現在日常生活上最多，因

此總體的和諧目標大都限定在個體的健康及家庭興盛上面;而在大傳統的

士紳文化上，追求和諧均衡則表達在抽象的宇宙觀以及國家社會的運作

上，而「致中和」的觀念則成為最高和諧均衡的準則，這也就是中庸所說

的: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

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由於對此深厚地存在於大小傳統的文化脈絡中，所以這一致中和、追求均

衡和諧的理念始終是士大夫知識份子思維推衍的中心，而追求個體與家庭

的和諧則是一般民眾日常生活之所繫。也由於這樣源於深層文化的觀念，

所以時至今日，這一追求和諧均衡的想法，仍然成為海內外中國人種種行

為表現的基礎所在，同時也由於其非常巧妙地勾連「小傳統」的常民生活

與「大傳統」的系統思維，所以其間轉化運用的過程就極為微妙，而表現

在現代企業行為上也就很值得加以深入探討。

四、修練與超越

上節所說「致中和」宇宙觀架構多年來也曾經過幾次修正，而最後一次修

正，也就是前文所舉的這一架構則是在主持參與「文化、氣與傳統醫學」主題計

畫初期工作完成後所修正的，不過主持這個研究計畫卻也是以「致中和」宇宙觀

的和諧均衡為中心理念的，所以二者之間實際上是相輔相成的，相互促進的 5 。

5 詳細過程可參看李亦圈， <和諧與超越的身體實踐一一中國傳統氣與內在修練文化的個人觀

察)， «文化、氣與傳統醫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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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而言之，整個計畫的重心是在透過各種不同的身體實踐修練、包括靜坐、打

坐、斷食、練氣、練拳、舞蹈、吹奏傳統樂器以至於書法鍛鍊等等的「參與體現

研究J (participant-embodiment) 6 ，以便在「狀況中」理解省悟身體實踐過程中

的種種內在展演變化 (performing transformation) ，並用以理解類比古代巫者及

其類似現象在追求「天人合一」、「貫通天地」的身心實踐過程。

研究計畫的各項研究初步結果顯示，尋求某種程度的和諧均衡確是身體修練

實踐過程中主要的目標，而過程中的種種轉變進展現象也確實提供了許多有意義

的訊息。茲擬舉幾項重要的研究結果於後，以供瞭解所謂身體實踐的過程。

首先要說的是中研院民族所同仁余舜德先生三年多以來親身體驗一個稱為

「慈溪」的禪坐團體所舉行的禪坐與調食訓練，這一訓練一方面是以禪坐的經驗

作為修練的目標，另一方面也以不同質量的食物做調配以配合禪坐的過程，其調

食的目的在配合學員經歷的身心狀態，讓學員的生理心理皆可在一平衡的狀態

下，體驗身心轉換的歷程。余先生發現學員們長久參與修練後，對食物的性質如

「冷熱」感受會愈來愈敏銳，而這種敏銳的辨識能力可以隨時間進階以至於相當

超越的階段7 。

另一位慈濟大學的人類學者羅正心先生，也曾長期親身參與各種練氣團體的

體驗，他認為練氣不僅引發身心和諧的經驗，而且進入一種所謂「非常意識狀態」

(alternate state of consciousness) 的境界，這一境界是一種特殊的認知形式，也

是一種從平常的意識狀態轉換超越到另一種感應、覺'I害的意識型態之中，所以他

說: r練氣動作所引發的經驗，產生轉移作用到身體之外，修練者體驗到的是和

諧的宇宙。......故練氣動作的力量，引發身心和諧的經驗，可以形成一種生活態

度或方式，創造其所感受到的世界，是天人合一的境界。......身體之和諧感因此

成為社會秩序與宇宙歸屬感的指標。J 8

再有一位台北中國文化大學舞蹈系教授陳玉秀女士，她研究中、日、韓三國

的古典「雅樂舞」多年，並發展出一種她稱之為「中心軸」的觀念，也就是以身

6 人類學家傳統的田野工作方法講究所謂「參與觀察J '但在研究修練的情況下， r參與觀察」已

不足以瞭解實況，而是要親身「體驗」才能達成，故稱之謂「參與體現 J (participant

embodiment) 。

7 參看余舜德， <食物冷熱系統、體驗與人類學研究:慈溪道場個案研究的意義>，«中央研究院

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 89 期， 2000 。

8 參看羅正心， <體現(embodiment) 的文化觀點:以氣功為例>， «文化、氣與傳統醫學研究計

畫4年度報告» (台北:中央研究院氏族學研究所，19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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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驅幹直立平衡與放鬆為姿態的舞蹈，並以之為訓練學生作實驗，用以調整姿態

且作復健醫療之效 9 。換而言之，我國古代的舞蹈(包括祭孔時的「八份舞 J)

實際上是功能意義大於表演的舞蹈，舞蹈藉身體的實踐(中心軸的訓練)以建立

身心的和諧均衡以至於超越的身心狀態。

陳玉秀女士所研究的「雅樂舞」其實並不是僅有動作的舞，同時也包括了樂

在內，而我國古代的音樂本來也與幫助身心進入和諧狀態有密切關聯。古文「和」

作「鑰 J '本意就是一種和笙類的編管樂器轉意而來。關於音樂與身心和諧的關

係'另一位研究者梁銘越教授曾發表〈試論古琴禁情的神經心理功能與養生術> 10

一文，對中國古琴撫彈所產生的身心和諧均衡狀態的神經心理作用也有精采的探

討。梁教授認為中國琴學的歷程有三個境界，那就是單音體原素意象的「耳

聽」、連音線性意像的「心聽」以至於整體樂象的「氣聽」。能夠從耳聽到心聽，

再從心聽到氣聽，才是一種「整體意識 i、生」的境界，也就是《莊子» <人問世〉

所說的: r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的狀態。

梁教授不但對琴音的心理狀態作清楚的剖析，同時也對琴音的生理作進一步

的闡述，而對於「致中和」的生理機制也有很明確的說明。他認為: r古琴指法

的多元意識，有助於大腦皮層左右腦電磁波(氣)功能現象的平衡發展，及增強

『次腦皮層.iI (subcortal) 的『協同能量.iI 0 J ......左右腦的「聽覺」感知意識之

功能效應，力求其左右之平衡及「次腦皮層」之「協同能量J (synergy) 的健

全。中國古代儒家制禮作樂的文化意識功能，亦提倡左右大腦「協同能量」之健

全發展。......亦使左腦的結構「理性」邏輯意識，與右腦的圖像「感性」思維意

識得以融洽，從而達到「相和」理論與實踐的理想行為。

除去人文學者體驗身體實踐展演所報告有關身心平衡的現象之外，心理學者

與科學研究者的研究似乎也可看到若干有關平衡和諧的訊息:本研究計畫的另一

位共同主持人紐約大學心理系的李清澤教授在他近期的報告〈氣之為學> 11 一文

中對於氣的特性及其運作，就多處顯示這種均衡的觀念，他在論氣的特性時就

說: r根據中醫的理氣，氣分陰陽，源自臟肺，運行於環繞全身之經絡中，儼然

9 見陳玉秀， (儒家樂教原創精神對當代藝術(舞蹈)的價值一一由「雅樂」身體實驗說起) ,

《第一JJ，台灣儒學研究研討會論文集» (台南:成功大學， 1997) ，下冊。

10 梁銘越， (試論古琴禁情的神經心理功能與養生街)， «漢學研究» ，第 15 卷第 2期(台北 : i，美

學中心， 2001) 。

11 李清澤， (氣之為學)， «文化、氣與傳統醫學研究計劃年度報告»(台北:中央研究院，

19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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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一完整的『氣我系統 .n ' 它以子午流注的方式流行全身，其中作用的原則與

生物的時鐘( circadian rhythm) 與均衡原則( homeostasis) 相吻合。」

其他參與研究的自然科學同仁，包括物理學家、電機學家及西醫學者們的共

識認為「氣」是人體內各器官功能互動所發出的信息，是一種電磁波的信息波，

是促使生命活動的基本「動力」或「能量 J '所以他們稱之為「生物能」。人類身

體各器官訊息波互動可以說是一種「共振 J '其互動的範圍包括細胞與細胞之

間、俯臟與俯臟之間，甚至於個體之間、個體與環境之間。這種互動的共振如和

諧平衡，身體就獲得舒適與健康，而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種種修練，包括靜坐、導

引、練氣等等，其目的即在使體內各器官系統間的共振獲得平衡。這種體內訊息

波的傳導是靠傳統醫學中所說的「經絡 J '經絡交匯之處就是所謂「穴道 J '經絡

與穴道在電學上的特性是電阻低、電導度大，所以是一種良導線與良導點，而經

過經絡與穴道的電磁波自 1950 年後即可用低直流電壓的皮膚穴道電機能檢測儀

(Electro-dermal screening device) 測出來。體內電磁波的共振傳導因為是一種能

量訊息波，不是像血液是一種物質，所以傳導它的經絡也不是可以在解剖上看到

的。但是研究者藉穴道電機能檢測器對各種不同修練前後各系統共振波的檢測，

在了解其平衡連貫的共振狀態則甚清楚 12 。物理學者陳國鎮更認為人體的經絡系

統可能在母體胚胎時即已形成，以便作為整體傳遞訊息與溝通整合之管道，因胚

胎初形成時，無神經系統，更無呼吸、循環、消化、泌尿等系統可以輸送傳遞與

整合之管道，只有靠無形卻導電快速的經絡傳遞各細胞間之互動電磁波 13 。假如

這一說法正確，則人體經絡及氣的功能意義就更為明顯，而且在文化發生學上也

頗具象徵的意義。

總結來說，不論是從禪坐調食的參與、練氣的主觀體驗與客觀生理驗證，以

至於古典舞樂等參與研究與資料得知，凡此種種身體之實踐與展演都可產生身體

的內在平衡和諧的體驗，而這種和諧的體驗，也可延伸到身體之外，展演者進一

步體驗到與周遭人際關係以至於自然和諧的一體關聯意義，也就是形成所謂「上

下和」的人際關係和諧， I天地和」的自然關係和諧，因而有了傳統文化中一再

被強調「天人合一」的境界，而這也應該就是「致中和」三層面均衡和諧形成的

根源機制。

12 參看崔玖， (氣的科學性定義:由人體科學研究探討>， «文化、氣與傳統醫學研討會論文集》

(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2000) 。

13 陳國鎮， (經絡的生理意義>， «文化、氣與傳統醫學研討會論文集» (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

學研究所， 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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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總結了全文的論述，我們可以說張光直先生的中西文明差異的連續與斷裂論

確為中國文化中「身心一如」的思想傳統提出了考古學的實證基礎，他把思想史

家所說的中國文化有機整體連續特性的源頭推到史前的新石器時代，甚至更遠的

舊石器時代晚期。他更明白指出這種有機整體連續性的意識型態與當時執行貫通

天地儀式的巫者有密切的關係。張先生的論述，不僅為中國文化連續觀的特性刻

劃分析更為其體清楚，同時也對西方文明起源的蘇末文化的斷裂性作詳細說明，

並認為這是西方文明所獨有的特性，而從這一獨特思想傳統所延伸出的種種文化

發展規則，包括如笛卡爾為代表的身心二元論等等，都不能成為解釋其他文化發

展的準則，這也襯托出中國傳統身心一如思想在人類文明發展過程中的重要意

義。

筆者前此所提出的「致中和三層面和諧均衡」宇宙觀架構，可以用來說明古

代巫者「天人合一」宇宙觀的細部內涵。這個包括個體系統、自然系統與社會系

統三層面的均衡和諧架構，可以與本次討論的主持人黃俊傑教授在他的〈傳統中

國的思維方式及其價值觀:歷史回顧與現代啟示〉一文中所說的傳統中國聯繫性

思維的三種表現: (l) r 自然」與「人文」的聯繫、(2) r身」與「心」的聯繫、(3)

「個人」與「社會」的聯繫相對應l4 ，只是在第一及第二項的次序上相反而已。

然而這兩項次序上的顛倒正也是「均衡和諧」狀態在身體修練實踐研究中所顯示

的現象。

在主持「文化、氣與傳統醫學科際研究計畫」時，我個人一直以「和諧均衡」

為主體概念觀察各位不同學科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如前文所述，我們已經看到各

種修練活動的身體過程都可觀察到和諧均衡的現象在發生作用，並且因為這種和

諧均衡狀況的持續發展， r可以形成一種生活態度與方式，創造其所感受到的世

界，是天人合一的境界，一一身體之和諧感因此成為社會秩序與宇宙歸屬感的指

標」 l5 ，這些不正是儒學說中所強調的從「生理心」轉化為「道德心」的過程

嗎?

回到聖嚴法師的「心靈環保、人文關懷」的主題，法師是一位深具東亞儒學

修養的佛教高僧，數十年教導禪坐修練的門徒無數，他希望他的門徒以及受到他

14 黃俊傑， <傳統中國的思維方式及其價值觀:歷史回顧與現代啟示)，«采亞儒學史的新視野》

(台北喜瑪拉雅基金會， 2003 '修訂再版本) ，頁 313-339 0

15 見前引羅正心先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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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的一般大眾，不僅獨善其身的修練，同時也要將禪心推廣到社會與生活的周

遭，以為這危機四伏的世界建立可以一個永續的淨土，這一心願，假如能得到深

話中國文化身心一如傳統的學術界、思想界鼎力相助，也許可以形成一種文化復

振運動(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movement) 為這紛擾的世界注入一股清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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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ity,Harmony and Transcendence

An Archaeolog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View on
Traditional Chinese Body-Mind Relationship

Yih-yuan Li

Abstract

Based on Dr. Kwang-chih Chang's theory of “continuity and rupture" which

illuminates the different perspectives of the origin of civilization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the author emphasizes the significant meaning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oncept of continuity and the “body-mind unity"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civilization. Furthermore, employing his own theory of “harmony and equilibrium

cosmology" derived from his study on the folk culture of Taiwan and Sou!由hemτ羽1 Fukien;

and from his embodiment research project on

the author i山Uu肘st甘ra羽te臼s how the process of body-mind unity and its transcendence were

formulated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