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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荼羅與觀想 榮格與佛教之相會

楊儒賓

中文摘要

榮格視佛陀為偉大的身心治療者，他本人也從佛經中獲得許多的幫助，本文

探討榮格與佛教的關係。首先，筆者要從榮格的傳記著眼，處理榮格本人與印

度、佛陀的因緣，並探討他對幾本重要佛經的解讀;其次，筆者比較佛典的「曼

茶羅」及「觀想」和榮格的「曼荼羅」及「能動的想像」這兩個核心觀念的異

同;最後，筆者指出榮格雖然很欣賞佛教，榮格的重要概念如曼荼羅原型、能動

的想像、自性( self) 、集體無意識等等，也大致可在佛典上找到相應的詞彙，但

由於榮格不承認人有洞照超越界的能力，也缺之精細而自力的工夫論，因此，榮

格思想與佛教教義仍有極大的差異，這樣的差異是相當關鍵性的。

關鍵詞:觀想，曼荼羅，榮格，佛教

*作者為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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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探討無意識時，發現其間雖有形形色色的神話主題，顯現了無意識自體

之多樣性。但是其結局卻同樣歸結於一個中心，亦即一種放射狀的體系。這體系

反過來也成了集體無意識的中心或本質。瑜珈的洞見與心理學的探索相當一致，

此事頗值得注意。此中心之象徵，我稱之為「曼荼羅J '這個術語在梵語中有

「圓」的意思。 1

一、前言

榮格一生對東方思想非常注意，他當然不會忽略掉「佛教」這支重要的思

潮。他重視佛教，並不是出自信徒或宗教的興趣;就像他重視道教或《易經»'

並不是出自漢學研究的興趣一樣，而是出自精神分析此一學門的立場。榮格看待

精神分析此一學門的眼界極高，他不是從一般醫學分支的角度詮釋此一門學科，

他認定此學門可以深入到人類靈魂的深處，探觸到天人、神魔交界地帶的議題。

當精神分析的重點由傳統醫學的領域轉到宗教、哲學的領域時，被視為「醫王」

的佛陀的思想當然會成為他「諮詢」的來源之一，他說:他「從佛陀的玉旨綸音

中深得啟發，獲益良多。 2J 這樣的話語並非泛泛的敷衍語，我們在榮格的著作

中，確實可以發現到不少他與佛教對話的資料。

佛教與榮格的分析心理學各代表一個大的傳統，佛教的系統尤為龐大。學界

目前所作佛教與榮格思想的比較工作雖不算太多
3

，中文學界所作者相對之下更

1 榮格， <東洋冥想的心理學> '拙譯， «東洋冥想的心理學» (台北:商鼎出版社， 1995)- 頁 201-211 。

2 <佛陀法語>， «東洋冥想的心理學» -頁 1日。

3 筆者所知有底下四書專門討論佛教與榮格的關係。 Katz ， N. (ed.) , Buddhist and Western

Psychology (Boulder: Prajna Press, 1983) 0 Spiegelm妞， J. M. and Miyuki M. , Buddhism and Jungian

Psychology (Phoenix: Falcon Press, 1985) 。拉德米拉﹒美阿卡寧 (Radmila Moacanin) 著，江亦麗

等譯， «榮格心理學與西藏佛教» (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1992) 0 J. Thomas 著，徐進夫譯，

《東西之我觀» (台北:成文出版社， 1977) 。另外相關的第二手研究參見下列諸書: Claxton, G.

(ed.) Beyond Therapy: The Impact of Eastern Religions on Psychological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Wisdom Publications, 1986) 0 Coward, H. Jung and Eastern Thought (N巴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5) 0 J. J. Clarke, Jung and Eastern Thought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湯淺泰雄- «工;，; :7' c:東洋上﹒下» (東京:人文書院， 19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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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偏少4 ，但我們如果將相關的材料合併考量的話，其數量也相當可觀。可想像

而知的，我們如果要全面性的比較兩者之思想，這種漫天鋪地的作法勢必徒勞無

功。所以底下我們將選擇「曼荼羅」與「能動的想像」這兩個核心概念，由此切

入探討。我們所以從榮格那麼多的重要術語中，獨鐘這兩個概念，乃因「曼荼羅」

代表榮格思想中「人格完美」之原型象徵，這是他的「最高善J ;而「能動的想

像」則可視為達到此目標的方法，換言之，也就是分析心理學門的工夫論。這兩

個概念在榮格思想體系中佔有相當重要的位置，而且在佛教思想中都可找到類似

的對應概念。何況，這兩個概念的印度精神之氣息本來就很濃， r曼茶羅」一詞

實際上即來自梵文。我們拿這兩個概念作為檢視榮格與佛教的工具，應該可以收

到彼此相襯應的效果。

「曼荼羅」是榮格思想的核心要素，此語原出梵文，它意指「圓J '榮格的用

法則偏向圓與四方之方的結合。 1916年，他不知不覺中，首先畫出此形狀。此

後直至晚年，他對曼荼羅的興趣始終不衰。曼荼羅最基源的意義當然是圓，圓是

普見於全世界各民族，各地區的重要象徵。但象徵中的圓幾乎不可能是圓規所畫

的人為之圓，它也不太可能是榮格上述規定的四區分之圓。我們如果相信它是種

最基源的象徵的話，那麼，它的顯象當是自然的，而且，它通常取材於自然。榮

格曾羅列曼荼羅象徵的幾個主要項目: (一)圓球或卵形(二)圓形之花(如薔

薇、水蓮等)或輪子等(三)中心為太陽、星辰或十字架形，且射放出四條、八

條或十二條之光線(四)回轉成市字形狀的圓、球、十字形等(五)卷曲成圓狀

之蛇形、或渦卷狀之神很(六)四角結合之圓(七)四角、圓形結合之城、盯、

中庭(聖域) (八)眼睛(瞳孔帶虹彩) (九)除了四角形以外，偶爾會現出三角

或五角之變形5 。這九個項目是列舉式的，尚未全盡曼荼羅自然圖像之全貌。但

曼茶羅需要圓及四方、準四方(如四之變形、或四之倍數)，我們大體已可略窺

一斑。

榮格晚年著作中，時常可見到圓的象徵。他認為圓最主要的意義當然是種象

4 中文學界有些文章泛論榮格與東方思想的關4章，但專文討論「榮格與佛教」者，極為罕見。筆

者所知惟一比較集中討論兩者關係的一篇論文是發l耀中教授所撰， <榮格“與狼共舞")， «世

界宗教文化»， 1988年第 1 期。另外一本比較兩者之專著乃是玉信宜先生的碩士論文， «榮格心

理學與佛教相應觀念之研究» (高雄: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2) 。

5 參見 Concerning Mandala Symbolism in The Archtypes and 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 , The Collected

Works of e. G. Jung, Vol. 9, Part 1, 2d ed.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sity Press, 1990). pp.

361-362 0 Collected Works of e. G. Jung 以下簡稱 CW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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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靈魂自體的原型觀念。他引用修道士的話說: r靈形的狀況不僅如同月亮般，

而且，它每一面皆有眼。」修道士這席話並非奇說怪談，世界各地皆流傳著靈魂

狀如「光球」之事。依榮格的定義，靈魂其實也是個限制概念，我們不可能對它

有任何積極的知識。但對它不能有積極的知識，這不表示它不存在，或只是個康

德意義的設準，或只是個規範的理則。事實絕非如此，榮格強烈主張原型是真實

的存在，它不可見，但不是沒有。不可見的靈魂原型卻可湧現為可見的圓狀圖

象，這些圓狀圖象即象徵著人類意識之光掃描不到的集體無意識領域。

圓可視為原型象徵，這是榮格的特殊解釋。但圓視為靈魂之形狀、或人之圓

滿形象，這點卻不是分析心理學的特殊解釋。柏拉圖在〈饗宴篇〉中借亞里斯多

芬之口提到有名的圓形之原初之人時說道: r遠古之初，人本來是球形的，他的

脊背和肚傍分佈在周國，手腳各四，圓滾無礙。後來人墮落了，竟敢向諸神挑

戰，宙斯大怒，乃將人剖成兩半，一分為二，並命令阿波羅神將人的模樣塑造成

今日的型態云云。 6J 柏拉圖在此顯然援引了神話傳說的題材，而這種圓形之人

的傳說卻以各種面目、曲折的反映在傳說、詩歌、煉丹術裡面。「圓」不只是原

人的專利，很獨特的，它還是神祇或神界之象徵。圓天或「天似穹廬」這是初民

最常見到的經驗，在曠野中，在江海上，被視為神界所在的天是以弧形或半圓形

的狀態顯現出來的;圓弧形或半圓形即可推衍出「天圓」之概念。神界渾圓，連

帶的，凡與神界相關的特殊世界也就不得不圓。中國的崑崙山及各個仙山皆曾被

視為圓山，圓山裡的事事物物自然帶有特殊的質性
7

。

圓除了象徵靈魂、神祇、圓滿之人之理念外，它還可抽象的象徵「整合 J '
甚至連地獄的象徵都可取象於圓。「四」的情形也大體類似，而且，它的象徵往

往與圓連結在一起。

「四」是有名神秘、數字，許多民族都將此數字抬高到神聖的地位一一包括漢

族在內。如果說圓代表的是整合原理，那麼，四可視為一種秩序原理。榮格認為

「四」所以會被認為神聖的，乃因它和人的心靈結構密切相應。依據榮格的解

釋，人的心靈的主要功能為感覺、直覺、感情、理智，這四者構成了人的心靈之

內容，感情、理智偏依於意識層，直覺、感覺則偏依於無意識層。這四者如能均

勻發展，人格之格局也就建立，反之，則不免傾倒一邊。

6 參見吳錦裳譯， «饗宴» (台北:協志工業出版社， 1980) ，頁 65-71 。

7 參見杜而未， «崑崙文化與不死觀念» (香港:華明書局， 1962) ，頁 1-諦， 57-88 。仙山的概

念是否仝從月亮的神話而來，筆者持保留態度，但有些山去。員矯山和月亮神話有闕，這可能是

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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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在心靈整體結構上的四之原理，榮格稱之為「四象性」。就像原型之圓

會投射為神界之圓一樣，原型之四象性也會投射到神界。在神的世界或神聖的世

界中，一樣具有「四」所代表的秩序原理。作為崇拜對象的太陽不能不射出四的

倍數之光線，伊甸園的四角不能沒有天使安立其中。國天當空，中國人看出了青

龍、白虎、朱雀、玄武等四靈之現象。大塊噫氣，風無定向，但古代中國人卻從

不可見的風中見到了四風，甚或八風。北美印地安人作為宗教及醫療用途的砂

畫，其形狀總離不開四象區分的形式。空間可以說是無，它什麼都不是，但將空

間依東西南北四象劃分，這卻是常見的文化現象。時間亦然，時間是單向型的連

串串一體，即使它可被視為圓形的，它仍是一體，但四季的區分卻是各大文明的共

同體驗。例子要舉還可以舉出一大堆，榮格書中俯拾皆是。用例子歸納出原理，

這樣的程序當然相當危險。但榮格的心理學雖說是「經驗論」的，他的「原型」

理論卻彷若超乎經驗之外的一種詮釋性之前提 B 。作為原型之四象性是真實的，

真備動能，所以它可以曲曲折折的在各種層面上表現出四象的模態。

如果說曼荼羅的典型樣式是四象均分之圓，而它又是種不可見的原型的話，

那麼，我們如何理解它?我們知道就知識論的觀點而言，一些形而上的概念如

「上帝」、「靈魂」、「因果」等等，都是不容易認識的， r原型」大概也逃不出

此命運。但身為精神分析專家，榮格卻巧妙的避開了形而上學的地雷一一雖然他

的理論已深入此一領域。他以專家的身分，宣稱他自己作過無數案例之分析，所

以可以肯定「原型」這東西是存在的。而且，他憑藉著精神分析的專業知識，他

還了解「原型」的一些性質一一雖然「原型自身」仍是不可知。「原型自身」不

可知，而我們卻又能辨識許多「圖像」是曼茶羅之原型，這樣的命題如何可能?

榮格的答案很清楚，他認為限制性的觀念自身自然是個禁區，我們不要妄想

進入。但「原型」是種真實，而且是具足動能、不斷由人類靈魂深處湧現上來、

表現在個人及文化模態上的真實。這些個人及文化上的模態雖然不是「原型」自

身，但它們在核心的要義上卻代表原型。原型越在不受個人意識干擾的情況下，

它越容易顯現。因此，如果我們能讓「純粹自我」的無意識內容自由顯現的話，

它就有機會表現出曼荼羅的形狀。榮格在《全集》第九卷的《原型與集體無意識》

8 榮格反對先驗論、形上學，他一再宣稱自己「作箏的基調是事實先行，理論尾隨，是徹頭徹尾

的經驗主義者。 J Religion and Psychology, Collected Works Vol.時， parks 1499-1453 。即使「原

型」此義，榮格都可以將它歸因於初民長期累積下來的一種屬性遺傳之記憶。但榮格對自己的

思想之定位固然如是，他的原型理論給人的感覺其實不是如他所說的那麼經駿性，它有很強的

神祕的、形上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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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書中，列舉了許多自發性想像或自發性創作的例子，用以證明曼茶羅原型確實

存在9 01如何讓不可知的原型自由湧現上來，學者可因湧現的結果得知自己靈

魂深處的奧祕J '此事成為榮格原型理論的關鍵所在。榮格在此，遂引進「能動

的想像」的方法。

「能動的想像」一詞是榮格著作中頗為晦澀的一個概念，此詞語在歐陸可能

有段密教的源頭，並影響到日耳曼的自然主義文人與哲學家10 0 I能動的想像」

顧名思義是種「想像J '但這樣的想像卻不是天外飛來的自由聯想，也不是文學

創作上的意象之建構，它是種可以深入靈魂深處，用榮格的話講，也就是深入到

集體無意識的方法。我們都知道榮格認定他的集體無意識是真實的存在，但它又

是個限制性的概念，它不對人類日常的經驗開放，既然如此，我們怎麼了解它是

真實的呢?面臨這麼困窘的存在處境，榮格透過了一種可以召喚無意識內容的心

靈能力以體驗之，它類似伯格森所說的「直覺」或 elan vital 。柏格森認為理智無

法了解世界原是變化不已的實相，求全之道，惟有依賴直覺，才可以與實相睹面

相照。同樣的，榮格也需要一種可以洞穿表層意識直抵實相的能力，他稱呼此為

「能動的想像」。

能動的想像不是夢境中呈顯的意象，這太被動了;但也不是白日作夢，或胡

思亂想，這太個人化了。能動的想像要一方面是可以意識到的，一方面又要呈顯

無意識深層的內容，由此呈顯真有普遍性意義的圖像。它所顯示出來的圖像，如

果依據一般經驗法則判斷的話，無疑的會被視為是種幻象 (fantasy) 。榮格也承

認這是種 fantasy ，但他認為幻象絕非虛幻的意思，恰好相反，榮格認為它是種

心靈的真實，其真實就像感覺、思考、直覺、感情一樣，不多也不少。如就揭露

人存在的祕密而言，它的功能可能更大，榮格說「它是種創造的活動，它是一切

問題的答案之所在，它是可能性之母。 11 J I幻象」在榮格一生的經歷及思想中

佔有相當核心的價值之意義，我們很難想像:在他那種等級的思想家當中，有什

麼人敢賦予「幻象」這麼重要的知識內涵。榮格的「能動的想像」的方法即是要

製造幻象，恰當的說，即是要使幻象自動顯露到意識層面的方法。

「能動的想像」可以視為傳統中國哲學所說的工夫論之辭語，榮格沒有特別

9 參見書中(個體化過程之經驗〉、〈曼荼羅之象徵)等文章。

10 參見理查德﹒諾爾辛辛，曾林等人譯， «榮格崇拜» (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 2002) ，頁

46-47 、 103 。本書將active imagination譯為「積極想像」或「積極聯想J '其譯文與筆者所譯

不同。

11 Psychological乃'pes， CW6, p. 52.



曼荼羅與觀想-一一榮格與佛教之相會 227

提及此一法門的方法有幾種，但「繪畫」無疑是個最常用的方法。榮格從 1916

年以後，開始使用這種方法，在(自我與無意識的關係〉之文章中，他詳細的說

明為什麼深入到人類深層的靈魂時，要使用非經驗性的、非教導性的、純依自我

內在動力湧現上來的意象。「曼茶羅」是「原型」的概念，它不可知，但又存

在，因此，如何畫出自動生起的意象，此項工作成了切入曼荼羅原型的最佳途

徑，榮格說道其義如下:

曼荼羅的內在變化過程隱微難辨。我們只能反觀，藉助鉛筆、繪畫，使之

具象化。繪畫乃是無意識內容的一種象形文字，我自己也使用這個方法。

我確信人可以畫得極精緻，但對其意義為何，卻一無所知。繪畫時，圖像

自己會湧現上來，它往往與意識的意圖恰相對反。這些自動湧現上來的內

容常使意識大吃一驚。透過了能動的想像之所為，同樣的事物可以顯得更

清晰。 12

榮格自己用過能動性的想像，逼顯出曼荼羅原型之側面。他要他的病患使用

此方法，同樣也逼顯出了類似的圖案。不管是他自己或是他的病人，他們使用此

方法時，都蓄意的不讓意識或後天的知識介入繪畫的過程中。榮格認為有這種程

序保證，我們可以確信顯現在畫面上的曼荼羅，應該是人類深層意識的客觀化。

何況我們還可以在古今中外許多的繪畫、雕刻、建築、或文字的描繪上，看到類

似的圖樣呢!

我們上面勾勒出來榮格的「曼荼羅」與「能動的想像」方法，其內容雖稍嫌

簡略，但作為比較的基點，應當可以發揮作用了。我們都知道: r曼茶羅」是印

度各宗教共同使用的象{毀， r觀想」則是印度各宗教經常使用的精神修煉法門，

佛教當然也繼承了這兩項印度精神文明的遺產。「曼荼羅 J 關聯到佛教作為完美

概念的「佛性」與榮格作為人格圓滿意義的「本我 J (self)之異同， r觀想」則

與「能動的想像」方法頗有交涉，這兩組概念的比較應當是很有意義的。但由於

榮格與佛教來自不同的傳統，他們呈現這兩組核心概念的進路也不一樣，筆者將

選擇從一些具體的案例入手，再婉蜓進入問題的核心。筆者選擇三樣關鍵性的案

例討論，一是他的印度之旅;一是他的佛陀觀;一是他對佛經的詮釋。印度之

旅、佛陀觀與佛經觀，這三者都是歷史的範疇，但榮格都在某種程度上將它們心

理學化了。這三樣的意義被串連在一起，串連起來的意義構成了一個完整的比較

思想史的圖像。

12 A Study in the Process ofIndividuation , in CW9, Part 1, p.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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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印度之旅與佛陀觀

我們採取的途徑較迂迴，我們都知道:由外部環境，環繞著進入核心，這樣

的進行途徑是「曼荼羅」式的，所以我們可以稱此方法為曼荼羅法。我們所以選

擇這樣的途徑揭露本文的主題，這是有理由的，因為這樣的方法是榮格啟發我們

的。我們當然不會懷疑榮格本人掌握概念的能力，身為廿世紀思想界的鉅子，榮

格善於理智析辯，這是可想而知的。尤其「曼陀羅」與「能動的想像」又是榮格

思想體系中那麼重要的概念，我們更無從質疑他心中自有定見。但每個人都有自

己的寫作風格，榮格身為精神分析學家以及人類精神的導師(見下文)，他面對

重要的概念時，很少直接從事學究式的定義、闡釋、論證、駁難之工作，取而代

之的，他往往透過案例的解說呈顯其義。兩點間最短的距離往往不是直線，而是

迴轉的途徑，榮格行文亦然，他雅善迂迴，從具體見普遍。我們不妨有樣學樣，

依據其模式下手討論。

我們選擇的案例首先將集中在他的印度之旅的經驗。我們知道榮格論及任何

重要思想的起源時，其答案都不會只有來自心理之外的外部因素之影響，他毋寧

認為:外部的因素只是提供內在的無意識展現之機緣而己，就此而論，他的文明

論可以說是「心理主義」的文明論。然而，內外之分在榮格的知識體系中頗為晦

澀，依據他著名的「同時性原理」之準則，任何外在的因素與內在的意向或意象

往往非因果性的同時生起，兩者共創一意義完整的構造。所以比較重要的外在的

事件往往可視為榮格思想最明顯的展現，在榮格有趣的自傳《回憶﹒夢﹒思考》

一書中，我們看到相當多這類的例子13 。準此，我們有理由認定探討此外部因素

對我們了解榮格的相關思想會有相當的幫助。

1938年，榮格暫時擱下他繁忙的研究與醫療生涯，遠遊到陌生的國度一一印

度。榮格只要一離開他熟悉的歐洲，無意識很自然的就會以各種的象徵形式出

現，逼使榮格正視人生還有另一個更廣大的向度14 。他到了印度，這個混亂、吵

13 我們僅舉兩個有趣的例子為例。其一，他七歲至九歲時，每坐在花園的石頭上時，常有「我坐

石頭」或「石頭坐我」的迷惑惑。其二，在1930年代，榮格參觀了拉文納的教堂，他在牆上見

到了業已不存在的畫像。這樣的幻象經驗使得他了解「有些內在的事物看起來是外在的，而某

些外在事物也可能是內在的。」這兩個案例參見《回憶﹒夢﹒思考一一榮格自傳»'劉國彬、楊

德友譯(洛陽:遼寧人民出版社， 1988) ，頁的，及頁 468-473 。

14 榮格解釋第一次遠離歐洲之外的旅遊之意義時說道: r成無意識地想要找到在身為歐洲人的影

響和壓力下我那一部分已經變得不可見的人格。 J «回憶﹒夢﹒思考一一榮格自傳» '頁 412 。他

每次的海外之旅，幾乎都有解放無意識內涵這樣的潛藏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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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淫蕩、矛盾的次大陸果然帶給他許多新穎的感受。回國後，他在《亞洲》雜

誌上發表了兩篇文章，一篇名為〈如夢似幻的印度世界> '一篇名為〈印度能教

導我們什麼〉。在這兩篇文章中，榮格一再重複「永恆不變的東方」之主題。印

度的地形是單調的，偉大的歷史事件是無名的，任何事情都會不斷的反覆。印度

人從來不用意識層面的概念去思想，相反的，他們沉潛到無意識層，以一種無分

別的心境去體受無分別的世界。在廿世紀之前的西方，榮格這樣的靜態不變的印

度觀當然不是那麼特殊，從黑格爾的《哲學史講演錄» 15 以下，我們不斷可以看

到類似的敘述。榮格的印度觀觀點與之相似，但價值定位卻不相同，因為榮格認

為整個印度文明表現出的是整體意識的作用，這樣的意識層包含了精神分析學門

的無意識層在內。因此，印度人的表現模式自然若存若無，如夢似幻一般一一就

像篇名所透露出來的訊息一樣。

榮格此處說的「印度人」或「印度文化」當然是相當理想類型的，高度抽象

化的產物。但榮格對印度文明所下的總體判斷與他印度之旅的高峰經驗，亦即他

參訪了著名的泰姬瑪哈陵以及商奇的佛陀陵墓有關。泰姬瑪哈陵是一件淒迷的愛

情故事之結晶，但榮格看到任何著名的事件時，他往往同時看到了此事件背後的

普遍性意義，亦即其象徵。很明顯的，他被泰姬瑪哈陵迷住了，榮格掩蓋不住他

心中對此一愛情象徵的陵墓至高的禮讚，他說:這是「一種詩意的、優雅的美之

愛。在專制與冷酷的時代，一種天堂似的夢境竟會在石頭上立體顯像」。榮格接

著筆鋒一轉，讚嘆iii'愛』終究發掘了沙迦汗的天才，使他成為實現自我的工

具。“」原來這幢莊嚴的蒙兀兒陵墓也是「自我」實現的工具，榮格論文明，永

遠站在精神分析的立場發言，偉大的建築乃是「愛意」的體現，而「愛」的動力

乃來自於自我的要求與自我實現。

泰姬瑪哈陵美麗無瑕，令人屏息，但榮格認為此一天啟之作完全與印度精神

無關，它乃是「愛欲的純粹形式」。印度自有印度精神的象徵，因為早在蒙兀兒

人到達的兩千多年前，印度精神早已開花結果，非常的成熟。成熟的印度精神就

顯現在埋葬佛陀的墳墓之上。佛陀之墓位於商奇丘陵，榮格在清晨到達此地，陽

15 黑格爾認為思想自由是哲學及哲學史的開始，事實上也就是精神發展的開始，東方思想沒有

「發展」、「自由」這回事，他說: r惟有在西方，這種自我意識的自由才首先得到發展......在

采方的黎明捏，個體性消失了，光明在西方才首先達到燦爛的思想，思想在自身內發光，從思

想出發開創它自己的世界。」黑格爾著，賀麟等譯， «哲學史講演錄» (北京:商務印書館，

1983) ，第 1 卷，頁 98 。

16 (如夢似幻的印度世界)， «東洋冥想的心理學» '頁 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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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濃密，空氣清沁，四周景物，歷歷可人。他俯視遠方的平原，看到一座巨大的

半圓形建築物，這就是商奇的佛陀之墓。商奇陵墓前有圍牆環繞，圍牆有四個精

緻的門，走進大門向左拐彎，沿著環狀步道向前向上環繞，第一圈完後又有第二

圈，有佛像矗立在四個方位的墓點上。為什麼佛陀的墓是半圓形的呢?榮格說

道:

根據《涅槃經》的說法，佛陀自己指定埋葬他軀體的方法，他拿起兩個

碗，將一個翻蓋在另一個之上。目前可見的浮圈，只是上面的那碗，我們

必須自己想像在土中的下面那碗究竟是什麼回事。從古以來，圓形就是圓

滿的象徵，對大雄如來來說，它既適合祂，也是可以表現其精神的圓形陵

墓。 17

和泰姬瑪哈陵比起來，佛陀之墓極簡單、肅穆，但又清晰明朗，這樣的建物和佛

教的教義恰可相互印證。

榮格的印度之旅頗有象徵意味，如果依據他喜歡宣稱的無意識的理論來表達

的話，他這趟印度之旅應當是無意識驅使他往外出走，以求得可以和精神內涵相

印證的外在顯現。如果佛陀之墓代表圓滿，它是一種圓融精神的體現的話;以阿

拉伯城堡形式出現的泰姬瑪哈陵代表的則是種秩序原理，只是這種秩序原理不是

以僵硬的理智形式表現出來，它顯現的是種對稱之美，我們不會忘了它是愛欲的

體現。乍看之下，泰姬瑪哈陵與商奇佛墓的例子是對等的，各佔真理之一面。但

真正的圓滿不能是空白的形式，商奇佛墓的圓融應當還要有內容，因為只有圓滿

原理被賦上秩序原理，或者說: r圓而神」被賦上「方以智J '這樣的構造才是

具體的完美，這才是榮格所說的曼茶羅之意義。

商奇佛墓正顯示了這樣的特色，我們看到墓區牆壁與四個城門的設計，它的

象徵與泰姬瑪哈陵的象徵相似，這是典型的曼茶羅圖形的「秩序」之成分l8 ，墓

17 <如夢似幻的印度世界>， «東洋冥想的心理學» '頁呵。

18 對榮格說來，阿拉伯式的城堡具有曼荼羅的意義，並不是陌生的事，這毋寧是榮格對此建物最

常聯想到的意象。榮格第一次到非歐洲的北非地區旅行時，意識受到很大的震撼。當他要離開

北非返回歐洲的前夜，他作了一個夢，他夢見他處在阿拉伯的城市，城市中有一城堡，城市的

周圍有城牆，牆為方形，有四個城門。城堡的周圍環繞著一條護城河。他想進去城堡時，阿拉

伯王子從城堡中走出，想殺死榮格，兩人於是發生打門，結果一齊街落水。按著，夢境驟變，

阿拉伯王子和榮格坐在城堡中心的一間八角拱頂房子的中間，地板上鋪著一本榮格直覺是「我

的書J '但文字他看不懂，很像是維吾前文寫的。榮格要玉子讀那本書，起初他不肯，後來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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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則是「圓滿」的象徵。城牆一城門是榮格曼荼羅思想中極核心的一環，他所

蒐集到或所畫的曼荼羅畫像中，城牆是不可或缺的題材。這樣的題材在榮格本人

所作的夢中，也一再地出現，我們幾乎可以這樣說:榮格本人所作的最有啟發意

義的夢，帶有城牆一城門的成分的曼茶羅是最常出現的題材。方形的城門城牆加

上中心的圓環，兩者合成曼荼羅，它體現為佛墓，它成為佛教的象徵，它也意味

著榮格思想中最高的人格(也就是自性化充分實現之人格 ω) ，曼荼羅縮結了佛

學與分析心理學這兩種古今異時、東西異地的文化學科。

如果歷史的佛墓是永恆的圓滿的象徵，佛教形上學的祕密是在人類的心靈的

話，那麼， Ii，弗陀」的奧祕也就不可從兩千六百年前古印度釋迦族一位王子的傳

記著眼。比照田立克 (Paul Tillich) 劃分耶穌(人﹒耶穌)與基督(基督﹒耶穌)

的不同 20 ，我們也不妨將「釋迦牟尼悉達多」與「佛陀」劃分開。前者是歷史性

傳記的概念，後者是宗教學的、或宗教心理學的概念。前者的內涵可透過歷史資

料的拼湊，漸漸得到較接近原初史實而且較完整的圖像，後者則無法經由文獻的

進路得其彷彿，因為 Ii，弗陀」是種象徵'是種體現，他的內涵依然是人的心靈。

屈服了。榮格解釋此夢的意義如下: r作為城堡的居民，他是自性的化身，或者，自性的報信

人或者使者。因為他從中走出的城堡是一個完美的曼荼羅:一個有四個大門、城牆為正方形的

城堡。他要殺死我的企圖是雅各與天使搏鬥主旨的回聲;用《聖經》的語言說，他像是上帝的

天仗，神的使者，因為他不認識人，所以要把人殺死。實際上，天使的居留地應該在成身上，

但是，他只懂得天俊的真理，而對於人則一無所知。所以，他初見我時是我的敵人，但是，我

沒有讓步，反抗了他。在夢的後半部，我是城堡的主人;他坐在我的腳下，不得不讀書學習，

以理解我的思想，或者，學習理解人。」參見《回憶﹒夢﹒思考» '頁 411 。至於印度文化、城

牆與曼荼羅的關 4章，我們可以舉他晚年的一次幻象說明之。 1944 年，榮格生了一場大病，生命

垂危，其時，他有靈魂離體之經驗，並於幻境中見到印度寺廟，其入口有一印度教徒盤腿坐於

其間云云，此事亦為曼荼羅夢境之事，印度之旅給他的啟示亦可由此略在一二，參見《回憶﹒

夢﹒思考» '頁 476-478 。至於榮格文集所附的成傳佛教的唐卡，或是榮格自繪的曼荼羅，城堡

的意象也都是極顯著的。

19 自性化( individuation) 是榮格人格理論重要的一個術語，它意指學者經由實踐的過程，意識與

無意識層調和至極，情感、感覺、直覺、理智四象發展均衡，人的潛能發揮到了極致，也就達

成了「本我 J (self)的階段。倫理學者或心理學家一般都會觸及這個問題，儒家傳統說的「成

人J '馬斯洛說的人格發展理論，皆遮含比義。筆者有〈朱子的成人理念與榮格的自性化原理〉

一文初探此義，初稿未正式發表，但在「華人心理治療研究發展基金會」的綱站上可找到此

文，基金會綱址為 www.tip.org.tw 。

20 參見龔書森、尤隆文合譯， «系統神學» (台南:東南亞神學院協會， 1980) ，第 1 卷，頁

179-1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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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田立克的耶穌一基督之劃分預設了上帝的超越性帶來的緊張關係的話，榮

格的佛陀觀則在形式上較貼近內在論的路線，它是我們了解榮格思想與佛教關係

的另一把鑰匙。

誠如前文所說，榮格認為商奇佛墓是種曼茶羅原型的象徵，他的印度之行也

是某種意義的集體無意識之旅，既然如此，他與佛教的關係就不會僅是「事件」

性的關係，這毋寧是歷程性的永恆之伙伴關係。因為佛陀的教誨與一般哲人的觀

點不同，他是人類精神的導師，他是人格圓滿(雖然榮格不太敢用此一詞語)的

象徵，而且這種象徵與導師的資格是建立在他對人類精神的構造有不可思議的理

解之基礎上的。他事實上是人的「本我 J (self) : I由內在本質顯現出來的佛

陀，其實就是意指冥想者本來的自己。他體驗到自己是宇宙唯一的存在，是至高

無上的意識，同時也是佛陀本身。九「本我」是人格最圓滿的狀態，榮格認為

其位階類似佛教的佛性，是耶?非耶?此事有賴進一步的探索。然而，他發現

「心、佛、眾生，三無差別JJ 是佛教的基本義理，佛陀從來不僅是歷史的，也不

僅是個人的，他毋寧是一種普遍性的靈魂之投射。身為精神分析學者，榮格自然

而然的被佛教這樣的教義吸引住了 22 。

榮格看商奇佛墓，他看出了曼荼羅;他看唐卡，看出了曼荼羅;甚至連「佛

陀」此名字之意涵，榮格也看出了曼荼羅。曼荼羅是本我的象徵，人格完整的顯

像，它在印度、西藏及中國的精神修煉中佔據極重要的位置。榮格論及本我、曼

茶羅、佛陀相關聯的論點散見文集各篇文章，我們在此僅舉乙樁逸事，以略見榮

格對佛陀的特殊理解，甚至可由此看出榮格對佛陀其人所懷的特殊感情。

Esther Harding在 1960年 5 月 13 日的記事本裡記載他和榮格的一段對話。先

是榮格談起他在印度遇見一位上師，上師跟他道及頓悟之事。榮格問: I此事云

何 ?J 上師回答道: I人只有從輪迴中解脫，才可能達到。」榮格接著問: I那

21 «來洋冥想的心理學» ，頁 201-202 。

22 我們己說過:榮格看佛教，從來不是從哲學或任何經驗性的知識的立場著眼，論者若有疑慮，

且再看他在〈佛陀法語)一文開頭處所說: r首度將我牽引到佛教教義世界的，既不是宗教

史，也不是緣於哲學的研究，而是我身為醫生此專業的興趣所致。我的職責在於醫療精神的苦

痛，由於這個原因，我不得不熟悉人類偉大導師的論點與法門，他提出了有關『苦、老、病、

死之鎖鍊』的理論。醫生因為治療病，皂，所以自然而然地會極為關懷治療的種種情況。 J «東洋

冥想的心理學» ，頁 148 。隨後，他更進一步說明道: r佛陀所以特別被挑選出來，也是因為他

的教義指出經由意識充盡其致的發展，人可以從苦難中獲得解放，這是他的教表的品質。因

此，在邁向救績的路途上，他成為最得力的助手。 J «東洋冥想的心理學» ，頁的0-1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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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麼狀態 ?J 上師回答道: I那就是『無』的狀態。」榮格接著再問: I誰曾

經經驗此事 ?J 明顯的，榮格不相信有人有此經歷。榮格只相信這是種無意識的

狀態，深層的無意識乃是集體的無意識，此中不管有物無物，無人可以經驗，因

為它是限制的概念，所以也就沒有東方哲人津津樂道的「頓悟」這一回事 23 。

榮格如何理解「頓悟 J '我們下文會再談。我們此處僅是作個引子，引申榮

格與佛教的關係。 Hardingt日榮格隨後參加了 Jacobi 七十壽誕的晚宴，榮格繼續

跟他談話，觸及一則奇特的「巧合」。他說自己的生肖屬豬，佛陀的生肖也屬

豬，佛陀與他兩人之間有很多類似的地方。佛陀雖身為王子，但卻必須走入曠

野，離群索居，直到悟出八正道為止。同樣的，榮格也必須單打獨鬥，直到發現

展現整全的八象之曼荼羅為止。最後，榮格還說他在離錫金不遠處的廟宇發現牆

上掛著曼荼羅圖像，僧侶跟他說此曼荼羅是作為觀想之用，日思一角，夜思一

邊，久而久之，心與圓化。榮格再下個註腳道: I我們重視的曼荼羅圓形是從內

部生起的。 24J
榮格這段俠事似乎是不經心的，榮格的日常對話甚至一般的文章之論證不見

得很嚴格，其論點往往傾向於詮釋性的展示，而非辯士型的詰難，因此，我們好

像不宜太誇大他說的自己與佛陀之神祕因緣。然而，實情絕非如此。榮格在這種

私人場合吐露出的語言，往往即是他心中所想的。我們有理由認為:他與佛陀之

類似性可視為一種不算太典型的同時性原理之展現 25' 榮格與佛陀跨過了時間、

空間、種族、職業之差別，他們兩人的命運竟分外的相似。榮格的言外之意:他

是二十世紀的佛陀，他傳的是人類救贖的褔音。他和佛陀生前一樣，倍受誤解，

但歷史會證明一切。

23 由此引伸，學者論及分析心理學與佛教的關係時，多強調兩者皆強調直接體驗的重要。參見

Clarke, lung and the Eastern Thought, p. 121 。但筆者認為這樣的論述之有效性是需要仔細檢證

的。

24 參見W. McGuire &R. F. C. Hull ed. C. G. lung Speaking (Princeton: Princeton U. Press, 1977), pp.

441-442 。

25 榮格在〈論同時性〉此文中，也是以占星學為例，說明「同時性原理」是可能成立的，而且占

星學佔據論證的核心位置。他講自己與佛陀同屬豬，這種巧合絕非無意，而是同時性原理之

「有意義的巧合」。參見《采洋冥想的心理學» ，頁 258-2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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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佛典的啟示

榮格的印度之行乃是他與佛陀最真體的會面，但這不是他第一次碰見佛教，

也不是惟一的一次，我們知道榮格即使到了思想已臻成熟的晚年，他仍不時會翻

閱佛經，希望從中獲取教訓|詣。佛經被視為佛陀的聖言量，當然不可能都是他親

口說的，所以我們將佛陀的意象與佛經的訓示暫時分開，個別討論，佛經是榮格

的佛教觀的第三項要素。我們不妨說:如果印度之旅是榮格眼見為憑的見習之

旅，那麼，佛典就是他心領神會的精神之旅。榮格接受佛教的義理到什麼樣的程

度?此事很難量化的加以估量。但他曾撰寫三十至五十頁不等的長文，分別對三

本重要的佛教典籍《西藏度亡經》、《涅槃道大手印瑜珈法要》與《觀無量壽經》

加以評論。除了這三篇外，我們如果再加上〈瑜珈與西洋〉與〈鈴木大拙《禪佛

教入門》導言〉這兩篇長文，以這五篇為核心，再參考其他相關的理論，榮格對

佛教到底抱什麼樣的態度，我們大體已可略窺其涯略。

《西藏度亡經》一書據說是西藏傳奇高僧蓮華生在西元八世紀時編黨而成，

1927 年英人依凡斯﹒溫茲將之譯為英文， 1935 年德文譯本問世。此書與《埃及

死生之書》同為死亡學名著，兩者同樣用以指引瀕臨死亡的人如何處理幽明之

事，它們可視為亡魂在彼界的行路指南。自從《西藏度亡經》這本書被引進西方

世界以後，榮格即不時閱讀之，他坦承他許多重要的論點皆承自此書。榮格沒有

列出他受此書影響的論點之清單，但筆者相信最根本之處在於此書將一切「神祇」

或「妖魔鬼怪」的概念視為心靈的概念，此書所描述的中陰身由離體至轉投胎的

歷程乃是一種逆方向的「通過禮儀 J 0 I實相中陰」被榮格視為集體無意識;

「臨終中陰」則是超越時間的原初性法身狀態(雖然榮格一直懷疑人是否有此能

力，可作此種論述) ;至於「投身中陰J '它是受限於業力、距離子宮之門至近

的亡魂狀態。榮格斷言: I本書全部內容都是從無意識的原型成分創造出來的，

這是鐵的事實。在這些原型後面，沒有物質的實體，也沒有形而上的實體，惟一

實在的只是靈魂的經驗。 27J 榮格的宗教觀和他對此書所加的按語可以說同一模

式，榮格受此書啟發之處恐亦在此。

26 1968 年元月 23 日榮格心臟嚴重絞痛，整整一個月，他都待在家手里，禁止任何腦力活動，但他卻

童讀了一遍佛教的相關典籍。他說:幸虧這段暫時的隔絕，他才可以同「往昔年代的人們」交

談。參見布羅姆著，文楚安譯， «榮格，人和神話» (鄭州:黃河文藝出版社， 1989) ，頁

406-407 。

27 «來洋冥想的心理學» ，頁 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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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槃道大手印瑜珈法要》也是藏密要籍，將此書帶到西方世界的人也是依

凡斯﹒溫茲，榮格應溫茲的要求，為此書寫了一篇很長的導論。本書的基本立場

就像東方重要的宗教典籍一樣，乃是真常惟心的立場，惟一真心是宇宙的終極本

質，是，惟一的實相，也是人真正的自我。榮格的文章分兩部分，前半部綜論東西

方思維之差異，後半部他仔細的評述經文要旨。在後半部處，我們單單由「禮敬

三寶」、「禮敬惟一真心」、「超越合- J' r 自我之大解脫」、「真常心不生」、

「內觀之瑜珈」、「內心本性」、「此論之神妙」、「四正道」、「亮光」、「涅槃道

之瑜珈」這些小節所示，大概也可知道此佛教要籍的立場為何。榮格的解釋在形

式上沒有錯誤，他也很能欣賞此佛書的殊勝，他評述經文的基本立場見於前半

部，底下這段引文可視為此長文之大要:r東方所用的『心靈』這個語彙，帶有

形上學的涵意，而我們西方從中世紀以來，心靈的概念早已失去此種內涵，它目

前只指涉一種『心理的功能』。儘管我們既不知道，也不想知道『靈魂J)(psyche)

為何，但我們卻可處理『心靈J) (mind) 的現象。我們不認為心靈是個形上的實

體，也不認為在個人心靈與假設的宇宙心靈間，有任何的關聯，職是之故，我們

的心理學僅是種現象的學科，沒有任何形上的意味。西方哲學最近兩世紀來的發

展，已成功地將心靈孤立在其本位，並切斷其與宇宙合一的原始狀態。人已經不

再是小周天，已非宇宙之最靈，他的『靈魂J)(anima) 也不復為同體的『微質』

( scintilla) ，換言之，也就不再是『世界靈魂J) (anima mundi) 的火花。 J 28榮格

完全了解此書所言為何，其評論亦可謂道地，但他內心是否真能接受《涅槃道大

手印瑜珈法要》的基本論點，恐大有可疑。

榮格為鈴木大拙《禪佛教入門»29所作的導言，是我們理解榮格佛教觀頗重

要的一篇文章。榮格對東方思想興趣甚濃，西洋當代思想巨人中罕見其匹，而鈴

木大拙對禪學造詣之高，以及他對推廣此學至西洋所下的功夫之深，當代通人中

亦不作第二人想，兩人會面，此事本來即極具歷史趣味。榮格在為他這位異國友

人所寫的文章中，提到禪的特殊風格，以及「禪在西洋」此現象該如何攝受。榮

格認為禪悟的經驗類似西洋的「宗教轉化」現象，但類似歸類似，真正可以稍作

類比的乃是少數的耶教冥契者，如艾克哈特，其餘的學院鉅子、衰衰諸公皆不與

焉。禪的核心在「悟J' r悟」字極麻煩，傳統的用法幾乎將此字和「理倫」、

rf里解」對立起來，它成了什麼都不是、永遠待解的未知數x 。但榮格認為此事

28 «東洋冥想的心理學» ，頁 98-99 。

29 此書有李世傑的中文譯本，協志工業叢書， 1970 年出版。惟此書無榮格之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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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不可解，他認為我們的日常意識乃是經過選擇性的，長期規範化的，因此，

它的面相必然是片面的，意識的核心永遠除斥了更廣大的意識區域。榮格問道:

如果有一天，我們的意識能在一張眼之剎那間，見到知覺之全幅展現，無隱顯曲

全之分別，無明暗凸凹之差序，那會是什麼樣的情況?榮格認為:這是可能存在

的，因為無意識的構造本是如此: I無意識，乃是所有識域層下，無形無象的心

靈因素之整體，是潛存的『大總相』。它構成了全體，意識則隨時從中抽取零碎

的片段。假如意識能充分地掃淨內容，其狀態即一變而為無意識的一一至少暫時

如此。在禪宗裡面，此種無所住的心態，通常乃因精力從意識的內容撤離，轉向

『空』之概念或公案以後所致。因兩者皆求寂靜，所以需要氓除意象的流轉，以

及維繫意識動能的精力。節省下來的精力，即轉而投向無意識，增強其自然的能

量，以走向一臨界的突破點。依此而行，作好無意識的內容之準備，即是為促使

其遊發昇至意識層而作的努力。但由於空淨意識絕非容易顯現，所以如要達到無

意識內容最後的豁然貫通，長時間的特別修持是必要的，因為這樣才可增進最強

的張力，導致最終的貫通30 0 J 據說: I悟」不落言詮，不可思議，但榮格卻以

極可思議的文字將它表現出來。

榮格對 1'1霄」的理解頗可自圓其說，至少對此事發生的身心機制之說明是相

當具體的。他相信西洋人當中，最有資格評論此事的是精神醫療專家，榮格對自

己這方面的造詣，自然不會太謙虛。但榮格的自圓其說，其實仍不夠圓，最大的

問題落在悟後風光之理解，也落在促使「悟」經驗發生的心靈本質之理解，榮格

都另有異於釋子禪僧的想法。即使禪的方法能否通用於西洋，榮格也大感懷疑。

榮格對東西洋心靈傾向在「意識層」上之巨大差異非常敏感，就像他對兩者在集

體無意識層上之同一非常堅持一樣。但他同樣堅持:通往集體無意識的途徑沒有

所謂的不二法門，方法必須考慮文化傳統所制約而成的民眾心向之因素。他相信

以西洋人之外向性，理智特別發達，他們如冒然從事無我之破執逆覺之修煉，其

後果往往不堪設想。西洋人要講工夫，他們當另覓途徑。

在〈東洋冥想的心理學〉這篇長文中，榮格對《觀無量壽經》作了詳細的評

述，他所理解的佛教的觀想觀主要即見之於他對經的評注。此經為淨土宗所奉持

之經典，經典的內容描述佛陀開導王后進入西方極樂世界的法門，如何進入?佛

陀說: I當勤行瑜珈，尤當力行層層之觀想:觀想落日，觀想水，觀想地，觀想

寶樹，觀想寶池，觀想華座，觀想真身，最後殿之於普想、真想。」

30 «東洋冥想的心理學» ，頁 1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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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無量壽經》的目的就像任何佛經的目的一樣，都是要成佛，也都是要朗

現人的佛性: I所謂佛陀，只是瑜珈學者能動的精神而已。換言之，也就是冥想

者自己本身，並非他人。這並不只是說佛陀的意象出自『人的心靈與思想.lI '而

且也還意味著:製造這些思想意象之『精神.lI '就是 IFf'弗陀』本身 31 0 J 榮格這

些話語如施之於歐美聽眾，可收醒酬灌頂之效，對東方人而言，這當然只是老生

常談而已。

榮格評釋值得注意之處，在於他對所觀的意象之解釋，他提到「冰想」時出

現七寶金幢，此金幢「伸展至圓陣之八方八隅J '榮格認為這「代表大地之底往

八方放射J '這種八方放射之體系，應當即是阿彌陀佛國土。阿彌陀佛國境內的

寶地也是八個，池水源頭中央有一寶石。阿彌陀佛國境中央有朵渾圓的蓮花，佛

陀高座其上，冥思默想，他獲得最高的知識，知道自己本身就是佛: I如用心理

學的觀點來看，這可以說顯現出個人的空想與衝動的世界之背後(或下方) ，一

種無意識的深層內容變得明晰可見。和早期『煩惱』之渾沌無序兩相對照之下，

我們可以說此時是秩序極端嚴整，且復和諧交融。如再和早期的雜亂紛耘相比，

此時象徵菩堤曼茶羅( bodhimandala)一一顯現頓悟之咒術圈輪一一蘊含萬有，
化為一體。 J 32

這種透過觀想以獲得曼茶羅的方法，在東方就是瑜珈的修行，中國、印度的

各大宗教經常使用此方法。西方各種學問中，最可以拿來比較的就是精神分析的

「無意識的心理學」。但佛洛依德的心理學只落在個體身上，對曼荼羅佛境的「八

方放射」體系、「金繩固定」體系、水與大地的象徵等等，皆無法解說。榮格認

為他的分析心理學不但對曼荼羅此象徵之王座可以解釋，它對達到此至高境界的

法門也有所說明。在東方，哲人名之日觀想。在分析心理學，榮格則名之曰:能

動的想像。事實上，榮格稱呼《觀無量壽經》的觀想即為能動的想像。

〈瑜珈與西洋〉一文雖然沒有特別針對哪一本佛典立論，但它提供我們榮格

對佛教與印度文明不太放心的一面，值得重視。此處我們僅略為觸及，何以榮格

認為瑜珈方法不可冒然運用到西洋人身上的理由。

榮格不否認瑜珈的妙用以及它背後部分的理論基礎，他相信瑜珈的修煉牽涉

到軀體鍛煉、生理鍛煉以及心靈鍛煉三者的統一，當個人的身心狀態可以轉換，

甚至可轉換成宇宙性的生成變化時，人即可達到神祕的合一狀態。如借用湯淺泰

31 «東洋冥想的心理學» ，頁 200 。

32 向上，頁 209-210 。



238 楊儒賓

雄的說法，也就是人的「宇宙性」之恢復 33 。但是，榮格認為:現代歐洲人的意

識早已無法從事真正嚴格的瑜珈修煉了，因為歐洲從文藝復興以後，哲學與神學

已分道揚鱗， r西洋人分裂的心靈打從一開始，即與瑜珈旨趣不合，因此也就無

法充分的體現它。瑜珈在他們手中，如果不是逐漸變成狹隘的宗教性事物，要不

然就是變成類似記憶術、呼吸控制法或體質平衡法等形形色色的鍛鍊方式，完全

與瑜珈講究圓滿和諧的特色搭不上邊。印度人既不會忘掉身體，也不會忘掉心

靈，歐洲人則總是忘了這或忘 7那。」 34榮格認為瑜珈的意義還是很大的，但方

法可以另覓，他自己提出的就是「能動性想像」的方法，這個方法可以喚醒無意

識以轉換意識。如果不嫌過度類比的話，我們不妨稱呼「能動性想像」為榮格分

析心理學的瑜珈法門。

上述五篇文章雖然論題不同，但卻有共同的論點，此共同的論點落在佛教與

精神分析這兩個學門共同關懷的領域一一心靈上面。榮格所以對佛經感興趣，即

緣此故。榮格認為佛經所說的內容雖然極具玄思之內涵，它當然是種形而上學，

但這樣的形而上學卻不是獨斷的，它是可以印證的。嚴格說來，形上學和心理學

本不可分， r形上學的主張本來就應當是心靈的敘述句，因此，也可以說就是心

理學的命題。 J 35 形上學在西方哲學的源流原為「後物理學 J '它是對自然的反

省。這個傳統在榮格手中瓦解了，榮格認為形上學合法性的基礎並非建立在對自

然的理解上，相反的，它的基礎是在人類的心靈。人的心靈也是人性的一部分，

人性 (human nature) 固然可視為人之自然，但心靈的本性一詞頗有歧異，如果

人心是個別性的，或是其涵蓋的範圍只能到達個人性的潛意識 如佛洛依德所

宣稱的那般，那麼， r形上學的主張就是心理學的命題 J '這樣的斷言殊難成

立。然而，如果心靈與自然有共同的底層，個人的意識是從無限的宇宙性意識湧

起的孤峰的話，那麼，誰體證到了這種宇宙性無意識的向度，誰也就觸摸到了宇

宙的真理。榮格的集體無意識能否與佛教的真常心之類的概念劃上等號，此事不

無可疑，但榮格對佛教傳達的內容當然不至於不熟悉，事實上， r東方形上學的

主張乃是心理學的命題 J '或是「印度的心靈概念蘊含著形上學的性質 J '這些命

題並不太陌生，它毋寧是當代許多哲人共同的想法 36 ，差別只在榮格是將這樣的

33 參見湯 j是泰雄， «身體仿宇宙性» (東京:岩波書店， 1994) ，頁 164-219 。

34 «東洋冥想的心理學» ，頁 40-41 。

35 «東洋冥想的心理學» ，頁 5 。

36 且看唐君毅先生比較西、印、中三種傳統中的唯心論之特色: r西方哲學之唯心論，大皆主要

由心之認識上講心......印度哲學中之唯心論，貝 IJ歸於肯定在一般人心以外之更深之心。如梵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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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點放在他的分析心理學的立場上解釋而已。

四、曼荼羅與觀想的內在因緣

「佛教」是歷史現象，但佛教原理卻非歷史現象，至少不僅是歷史現象，榮

格認為它毋寧是無意識的外在印記。我們在上一節的末端提到榮格曾對 Harding

說及曼荼羅心象化的兩個途徑，一是觀想之，加以內化;一是由內喚醒，將之外

顯。如實而論，由外往內化，或由內生起，此雙迴向不一定矛盾。它們的差異毋

寧是下手的工夫之先後，而非本質上真有不同，再怎麼說，曼荼羅是無意識的概

念。榮格所以重視佛教的曼荼羅，很重要的原因乃是他認為佛教先他發現了心理

學的真理，他自己本人就曾親身體驗到曼茶羅的真理。

1918'"'-' 1919年間，榮格擔任英軍戰區的戰俘監管上校，他當時己和佛洛依

德鬧翻，也辭掉了大學的教職，他的精神處在極低潮的窘狀。就在此時，他每天

早上都在筆記本畫上一幅小小的圓形之圖，這個圖形似乎可以揭露他當時內心的

狀態。他每天畫，每天都有新的狀況，精神不穩定時，他的畫即不成形狀，線非

線兮圓非圓。精神穩定時，畫圖的構造即非常勻稱，每天的圓形圖畫都透露出新

的意義。榮格將這樣的圖形視為「自性狀況的一些密碼J '在這些密碼裡'榮格

「看到了自性一一也就是我的整個存在一一在活躍地工作著。可以肯定地說，最

初我只能模模糊糊地理解它們;但對我來說它們卻顯得極為重要，因而我便像珍

珠那樣保存它們。我明確地感到，它們是某種至關重要的東西，隨著時間的推

移，我通過它們而獲得了有關自性的一個活生生的觀念。我覺得，自'I'生就像我那

樣的個體，而且還是我的世界37 0 J 榮格後來才知道這樣的圖形就是曼茶羅。在

那段期間，他到底畫了多少的曼荼羅，他自己也數不清。這個圖形的目的何在?

它因何而起?榮格不斷的追問。

慢慢的，榮格知道了答案: I一切東西，我一直在走著的所有道路，我一直

在採取的所有步驟，均正在導向回一個單一點一一也就是說，導向那居中的那個

點。事情對我變得越來越明白，曼荼羅就是中心。它是一切道路的代表，是通向

不二之心、如來藏心。而此更深之心之日召顯，則必賴於修養上下工夫。中國哲學中之唯心思

想，貝IJ 恆以道心、本心、真心為更高或更深一層意義之心...... 0 J «哲學概論﹒下» (台北:台

灣學生書局， 1974) ，頁 962 。唐先生此一分判，似可視為學界共識。

37 «回憶、夢、思考» ，頁 3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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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中心，通向個性化的道路 38 0 J 1927年，榮格作了一個夢，他畫了一幅「望

向永恆的窗戶」的曼荼羅，以作為印證。一年之後，他又畫了一幅曼荼羅，但此

圖的中央卻是個城堡，榮格自己不禁狐疑道:此畫何以中國風味如是之濃?無獨

有偶，隨後他即接到當時德國最重要的漢學家尉禮賢的一封信，信中探討著名的

道教內丹典籍《太乙金華宗旨》的內涵 39 。榮格讀後，赫然發現:原來曼荼羅的

意象竟貫穿東西，橫攝哲學與宗教，而且其意義皆指向每個人深層的本性。

躲在人的無意識底層之曼荼羅原型不時會躍出人的意識之外，我們可以預期

的:夢當是其中最常出現的情景，榮格與曼荼羅的會面，確實也常在夢中發生。

其中 1927 年的一場夢所帶來的訊息更是重要，榮格認為那場夢將意識的發展完

全攤展開來，它真是「中申賜之舉」。這個夢相當有名，它與榮格的思想一直長相

左右，到了晚年，榮格還時常提及此夢。

這個夢的情景是 1927 年的利物浦，他與六個瑞士人在清冷的冬夜，冒著寒

雨，走在盤觀不堪的街道。但等到他們走出「死者之巷J '爬上一個小坡上時，

卻發現市鎮的設計是按曼荼羅的形狀排列的。從市中心往外幅射為四方的住宅

區，每個獨立的住宅區再向四方幅射，形成更小的住宅區域。在曼荼羅式的圖形

中央，有一圓形水池，池水中央是一光輝燦爛的小島，島上盛開著一株美妙無比

的木蘭花，曼荼羅圓心的景緻與周遭冰冷的氣息成了強烈的對比。榮格見之心

醉，其它同伴卻視若無睹。他們只是抱怨天氣不佳，而且訝異居然有「另一位瑞

士人」居然已在利物浦定居。

這另一位瑞士人當然是要在利物浦定居的。考「利物浦」一詞由「利物」

(liver) 與 r~甫 J (pool)組成。「利物」有「生命之根」之意， r浦」為水池，

水池通常用以胖滿生命之水的寶池，因此， r利物浦」用以象徵生命之創造。榮

格住在此地，可說是得其所哉!榮格這個「曼茶羅」之夢的意思太清楚了:他要

走出「死者之巷J '才可以看到曼茶羅構造的圖像。曼荼羅中心的水池，水池中

的光明之樹，樹上開著的燦爛之花，如果我們對神話的象徵不陌生的話，絕對不

會不了解「水」、「木」、「花」這類的意象正顯示出曼荼羅的「生命」、「永

恆」、「秩序」之內涵，而這樣的目的是要經過克服冰冷的氣氛及死亡的威脅，

才可以達到的。

38 «回憶、夢、思考» ，頁 333 。

"尉禮賢與榮格後來對此道教典籍皆有闡釋，參見拙譯， «黃金之花的秘密» (台北:商鼎出版

才士 , 2002) , 頁 22-1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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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格在自傳裡報導了此夢的經過 40 ，但故事還沒有結束。榮格的學生芭芭

拉﹒漢娜提及榮格曾向她展示男一張畫，畫中那另一位瑞士人並不是靠近曼荼羅

的主中心位置，是在→個次中心的附近。主中心及次中心的位置頗堪玩味，因為

位於主中心的榮格是集體性的人格之榮格，也就是榮格常說的「人格二」之榮

格。但每個人也就是每個「人格一」之人都是微小的、獨特的，他們都必須從次

中心附近努力向上，每個人都必須找到適合自己發展的曼荼羅之路。整合性的曼

荼羅圖像意味著整體人類的命運，個別性的次中心的曼荼羅則意昧著每個人的不

同命運，這兩種圖形的意義當然是連續性的，但榮格強調:學者總必須正視人的

獨特性，每個人有自己的路要走 41 。

曼茶羅之夢還有個尾聲。 1946 年邱吉爾訪問瑞士，榮格應邀出席蘇黎世城

的歡迎邱吉爾之宴會，而且他就坐在貴賓旁邊。坐定後，他赫然發現:餐桌是以

向外放射的形狀展開的，其佈局與 20年前夢中的利物浦之構造一樣。而他當日

所坐的位置，恰好也是 20年前夢中那另一位瑞士人所安身的地方。

曼茶羅既然是人格的象徵，它的變身當然就無遠弗屆，我們上述所提有關

《太乙金華宗旨》的內容，這是另一個故事。但僅僅就上面所提的兩個曼荼羅的

例子，我們發現他對佛教的理解是循著內外雙向的路線相互輝映的。他以「外來

的」佛典、佛遺跡印證「內在」自生的意象，也在內在自生的意象印證外在的佛

典與佛遺跡。榮格對「觀想」的理解亦是如此。

「能動的想像」也可以視為是種「幻象 J '但對榮格說來，這種幻象不是精神

的錯亂，而是有意義的無意識內涵之顯像。其次，這種「幻象」不是盲動的本能

之突然顯現，而是實驗者努力的精神修煉的成果。榮格所以會使用「能動的想

像J '此事與他個人的體質有關。榮格一生特多非常奇異古怪之行，他也時常經

驗到幻聲幻影。見到幻影，聽到幻聲，這似乎是許多偉大人物的共同經驗。榮格

說:尼采、荷德林以及許多人物都曾被這種「暴風雨所嚇倒」。他這個名單可以

列的很長，幾乎每個民族最早的「聖人」都有獨特的聽力、視覺，摩西、耶穌、

冀子、周文王等人皆是如此。但另一方面而言，許多精神錯亂的人也有一一或者

該說:自認為擁有類似的神通的能力。幻聽、幻視是這麼普遍的精神現象，依據

榮格的理解，這顯示人的無意識絕不是自板，它是有能量的，它會亟力表現出

來，差別只在每個人受「無意識」衝擊的情況大小不同而已。榮格恰恰好是無意

40 «回憶、夢、思考» ，頁 334-336 。

41 芭芭拉﹒漢娜，李亦雄譯， «榮格的生活與工作» (北京:東方出版社， 1998) ，頁 233-2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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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能量特強的人物，無意識釋放出來的能量變成了各種的幻影，不是榮格去「製

造」它們，而是它們主動自無意識深層升起，往外投射。在他與佛洛依德決裂之

後，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榮格曾被許多類似「天發殺機，移星易宿」的大

規模天地毀滅之幻象震攝住了。幻象這樣強烈，次數又很頻繁，榮格擔心他自己

的精神是否出了狀況 42 。還好， 1914 年 8 月 1 日，戰爭爆發，榮格才鬆了一口

氣，他發現到自己的體驗與人類的體驗有驚人的巧合，這不是他個人的身心出了

問題，而是「同時性原理」再次的顯現。

當榮格被幻影緊緊糾糧不放的時候，他曾假借瑜珈，暫時控制自己的情緒，

讓意識再回到日常的狀態上來。但他有個信念:這些幻象不是無意義的，它具有

正面的內涵，問題是如何將它挖掘出來而已。榮格知道無意識之旅的風險，但他

決定放手一搏。 1913 年 12 月 12 日，榮格開始以自我為實驗，他坐在桌子旁，反

覆思索他的恐懼從何而至。突然，他讓自己從椅子上滑落，地面隨之分裂，他掉

進了黑暗的深淵。等他爬起，發現不遠處有個黑森森的洞口，一位類似木乃伊的

侏儒站在那裡。榮格從他身邊走過，接著在山洞深處見到一塊紅色水晶石，他拿

起水晶石，石下有一洞穴。穴下有一河流，榮格發現一真尸塊隨水漂流而來，接

著漂來一隻碩大無比的聖甲蟲。再接著水中朝陽昇天，滿河赤紅。等榮格將石頭

放回原處後，河水突然暴漲，這是股血水，血水噴湧，難以忍受，久而久之，噴

湧停止，幻覺亦止。

這是榮格第一次的「能動性想像 J '它的內容是死而復生的神話主題。為了

把握住這些無意識的內容，榮格後來又繼續以己為實驗，或分析自己的夢境，他

要把這些無明的力量化作清楚的意象，接著再去詮釋這些意象的意義。榮格第一

次實驗的內容之意義姑且不表，他隨後在幻覺中見過《聖經》人物以利亞及莎樂

美、黑蛇等重要人物，但最重要的是位身上長著翠鳥羽翼，全身也是翠綠顏色的

老人，此老人長著牛角，身上繫著四把鑰匙，榮格稱他為費爾蒙。費爾蒙是位異

教徒，近似諾斯替教徒，榮格常在幻覺中與之對話。費爾蒙代表的是一種極敏銳

的洞察力，他時常開導榮格，榮格事實上將他視為印度人所說的「谷儒」那種的

角色。

42 榮格形容當時的情況如下: r川流不息的各種幻象蜂湧而至，我盡力保持冷靜和不慌亂，並竭

力找尋理解這些奇怪的事情的某種方法。我束手無策地站在一個異己的世界面前，其間的一切

顯得警扭又無法理解。我正生活在一種不斷地緊張的狀態，成經常感到，巨大的石塊正先頭滾

滾向我飛來，當鳴閃電按鐘而至。要經受得住這些暴風雨要求我要有獸性的力量。 J «回憶、

夢、思考» '頁 2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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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的幻影出現了，榮格覺得這是自己的失敗，因為這表示他仍有部分的無

意識內容仍未弄懂。但從另一種角度看，這也顯示他正往前邁進，因為原型已由

限制性概念的不可知之深淵升起，化為原型的意象。因此，榮格可以正視它的內

容。尤其等榮格越來越了解他不斷畫圓圈所顯示的曼茶羅原型之意義後，他對

「能動的想像」之功能就更清楚了。

歷史的面相與文獻的面相是外緣，先驗的無意識面相則是內因;外緣的接觸

是歷時性的，內因的接觸是共時性的;前者的主角是榮格一，後者的主角是榮格

二。榮格就透過了歷史、文獻的與個人親身體驗的心理之路線，雙管齊下，意識

與無意識合。此外，他更援引其他方面的理論資源，以證明曼荼羅與能動的想像

之內發性，他由此進入了佛教的世界。

五、曼荼羅案例 從精神分析到飛碟

曼荼羅象徵最發達的地區是東方的印度、尼泊爾、西藏與中國，但嚴格的

講，曼荼羅最發達之處不在「地區J '而是在人的無意識。我們已經從榮格生命

的內外兩面論及曼荼羅的意義，但這樣的鋪陳顯然還是不足的，因為曼荼羅既然

是種最根源的原型，所以可想像得到的，它一定會在各種精神的表現上顯示出

來。此處我們僅舉精神分析、神話、煉丹術、投射之幻相(飛碟)四個領域為

例，看看榮格如何解析其間的能動的想像所揭露出來的曼荼羅意象。

如前所述，榮格為使病患更深刻的了解自家靈魂之奧祕，因此，曾鼓勵他們

使用能動的想像方法，將無形無名的原型用意象表達出來。現行榮格文集中，這

類病患之繪畫例子頗多。底下我們僅舉兩個例子為證。

第一個例子即曾長期接受榮格治療的X夫人，時間起於 1929年，她年齡55

歲。 x夫人的父親為法國名族，但與太太的關係不佳。 X夫人後來決定回到母

親的故鄉，當時，她覺得彷若「回到自己的根源」一樣。面對著母親故鄉的風

景，她有股不可抑制的衝動，想把它畫下來。在繪畫中，她感到生命的充實飽

滿。但當她決定與榮格會面的前日，忽然有些意象不容自己的湧現上來，不是她

在畫，而是意象假借她的手來畫。她看到意象如下:她自己的下半身深陷在大地

中，如同被禁囚一般，四周岩石環繞。突然，榮格像魔術師般現身而出，他指揮

魔棒，岩石立刻粉碎， X夫人乃得全身而出。 X夫人把這個意象畫了下來，帶

來給榮格看。榮格鼓勵她繼續畫下這些自動生起的意象，後來，榮格對這些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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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評述，作為無意識的曼荼羅原型理論之絕佳例子。茲舉圖一、圖二、圖三

(請參閱原書Mandala Symbolism) 為例:

圖一的大地=母親，兩者同一化了 'X夫人與母親關係不好，因此 'X夫

人覺得自己彷若被禁囚在大地上。而圖中的岩石乃是卵形之變化，卵是生命的胚

胎，它是創造泉源之象徵。 X夫人被岩石纏繞住了，這意味著她深入到無意識

中;而她上半身升起，想要擺脫，這意味著一種個體化之開始。到了繪畫二，岩

石的象徵更清楚了，它成了真正的圓形。而所謂的魔法、魔棒，現在便成了閃

電，它一擊劈開了岩石。圓形是靈魂的形狀，是集體無意識的象徵。閃電意指

「光之逃生J '它擊中岩石，使之分開，其義等於無意識分裂，意識由此升起。不

但如此，閃電的本質是全能之生命，據說它還帶有「四象性」之作用。到了第三

圖，顏色變得明亮起來。中間是一圓球，銀帶從中纏繞，上頭有一金蛇。金蛇是

閃電的再換寫，銀帶用以制衡圓球之旋轉力量，帶子中間書寫 r12J 此一阿拉伯

數字。 X夫人說幾年前她動過大手術後，也曾見到類似的幻象，她見到銀帶帶

著銀灰色的球體旋轉，其振動脈拍至12而止。

榮格的解釋非常詳細，他援引了占星術、煉丹術、古代哲學的觀念，藉以說

明這三幅圖的意義。簡而言之，榮格認為X夫人的繪畫表現的是種「自性化」

的事實，亦即原始、黑暗、無名的曼荼羅無意識之生成變化。閃電是火，是分解

原理，它是曼荼羅由即己走到對己的根本原因。而12則是四的三倍，它是有名

的魔法數字，在占星學上， 12 往往意指十二宮之四分割。在諾斯替教的教義

裡，數字十二也具有類似的意義，譬如說半人半蛇的夏娃生出十二位母天使，母

天使三人一組，分成四類，並與四個樂園之河川對應云云43 。從 1928 年 10 月到

1938 年 5 月 'X夫人另外寄給榮格21 張自己畫的曼荼羅畫。這二十一張出自不

容自己的能動性想像下之作品，全部是以圓環為核心，再配合「四」的光線、圖

案、人物、野獸等等。這二十一張圖畫的象徵意義更加明顯，全部圖畫現已收入

榮格文集中，複檢甚易，茲不贅述。

曼茶羅原型除了見於實際的精神分析外，它也是煉丹術最重要的象徵。榮格

在《結合的神秘、》這部煌煌巨著裡，開宗明義即言: r結合」意指結合諸要素，

這些要素相反相成，既互相敵視，也相互親愛。兩元對立性質很多，如溼一乾、

冷一熱、上一下、靈一肉、天一地、明一暗、主一客、動一靜、善一惡、隱一

顯、日一月、陰一陽、男一女等等，皆是兩元對立。但典型的煉丹術結合往往是

43 A Study in the Process ofIndividuation , CW9, P甜 1 ， p.3 1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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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要素一組，再以交叉的二組之對立形式顯示出來，比如說四大要素(地、火、

水、氣卜四種性質(溼、乾、冷、熱卜四個方位(東、西、南、北)、四個季

節(春、夏、秋、冬)等等。煉丹術在中世紀頗發達一一榮格事實上是把煉丹術

視為原始的精神分析之學一一當時耶教已一統歐陸天下的信仰，但民間的或異教

的要素仍曲曲折折的以偽裝的面貌進入「正統」的殿堂，煉丹術即是其中重要的

一支顛覆部隊。來自異教信仰的煉丹術很巧妙的將「四」之要素與十字架的象徵

結合起來，比如十字架的四方包含土(地球)、銅(金星)、水銀(水星卜亞鉛

(木星)等等。

榮格論煉丹術的文章中，引用了許多曼荼羅的例子，我們且舉非典型的與典

型的圖像各一例，以見一斑。

榮格曾舉修多烏幾烏斯《化學庭園》一書的圖畫為例。圖中四位女神代表黃

道十二宮中的太陽四季(牡羊座、蟹座、天秤座、山羊座) ，被合成的四個瓶子

則代表四大元素。合成時，貝 IJ須依靠圓環運動，太陽運行，通過黃道之宮，乃克

有成。不但如此，這種圓環運動還是太初之人(人類始祖)創造出來的，此項行

為意昧著人對星辰之強制，但反過來說，星辰對人也有影響，星辰與人是對峙的

存在。由於四行星佔據了宇宙的核心，因此，受此行星作用的人格不可能是純一

的。然而，人性中總潛藏著一種神性，他希望成為統一體。用煉丹術的語言來

說，這種存在一體的萌藥即是「黃金 J '即是「鳥之子」。黃金進入熔爐後，經過

加熱， I根源的溼氣」一一亦即「原初之渾沌」一一即告昇華， I四」者終合而

為「一」。榮格認為這樣的過程，即是意識化、自性化的歷程。

煉丹術的大宗在印度，此術也反映了印度人的宇宙觀。在此世界圖像中，有

天、有地;有上、有下;有男之升、有女之降;有夏、秋、有冬、春;還有靈肉

這組常見的難兄難弟。這是雙重的四要素組合，也可以說是一組八要素。但八要

素雖分別為八，它們卻又是一共同整體的部份。天、地、靈、肉都是在無意識之

海中宛爾呈現，不可割捨。原圖是個小宇宙，它代表神祕的亞當，這是未出生前

的本來面目，超乎性別之外的兩性存有，亦男亦女之「萬有之父」。怎樣才能合

八為一呢?榮格引用煉丹術的理論說，這必須仰賴圓環的運動:圓環轉動，終歸

核心，宇宙再度成為一體。起源因此也是目標，它實然無對。它雖為微小之內

圓，卻可轉化敵對之因素，使之合為一體。煉丹術的真正旨義是人格成果的過

程，榮格稱之為自性化。曼茶羅則是人格圓滿的象徵，它是統合兩邊對立的原點

與終點抖。

44 上述解說參見《結合之神祕》日譯本，頁 34-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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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荼羅不但見於精神病患或煉丹師不自覺的投射，它也見於神話，不管是古

代的或現代的神話。有關「榮格的曼荼羅」與神話的關係，我們可另文討論。此

處筆者僅想舉出與此主題相關的兩項詮釋，首先是見之於紐曼( Eric Neumann)

對曼荼羅思想的發揮。紐曼為榮格精神分析學派的神話學代言人，他在《大母神》

及 «The Origins and History ofConsciousness» 兩書中，分析了見之於心靈最底層

的神話因素，這種最古老的神話因素稱之為「烏魯落斯J '一種首尾相連的圓環

意象。由烏魯落斯開始，而後有大母神、天父地母、英雄神話等等的發展。這些

神話議題的發展也可視為人的意識之發展。就此而論，I曼荼羅」意象的母胎是

集體無意識，就社會發展階段而言，則是原始的母權社會;就符號象徵而言，乃

是具有神秘創造力量的豐盈的圓圈。紐曼這種解釋頗有巴霍芬(Bachofens) 的

氣息。我們如果考慮到巴霍芬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歐洲知識圈的影響力45 ，

我們即可了解紐曼的觀點源自何處，這樣的解釋確實也相當有競爭力。

第二項詮釋見之於諾爾《榮格崇拜》一書的解釋，諾爾在這一本充滿爭議、

對榮格殺傷力也極強的書中，指出榮格受到十九世紀末流行於歐洲大陸的神秘的

民族主義及太陽崇拜的影響，他賦予他自己詭異的救世主的角色，恩求復興歐洲

原有的太陽神之自然崇拜，反對猶太基督宗教帶來的污染。榮格對「太陽」此自

然意象確有癖好，我們看到他只要一離開歐洲，到非洲大陸或美洲大陸旅行，我

們即可看到他對太陽崇拜的禮讚。歐洲以外的大陸對他說來就是無意識的地區，

是他可以吐露內心心聲的化外之地，所以他這時的描述是有深層的涵義的。有關

諾爾著作的是非我們姑且不論，但榮格思想中帶有太陽神崇拜的因素，這大概是

事實。太陽神崇拜和宇宙卵關係頗深，而宇宙卵神話也可視為曼荼羅神話的一

種。

本節最後，我們不妨再舉榮格對飛碟的有趣說明為例。飛碟現象是本世紀大

眾文化最熱鬧的一個議題，正統科學對此嗤之以鼻，但許多的業餘愛好者卻樂此

不疲，飛碟組織可能散布在全世界各地。榮格對飛碟很感興趣，但他的興趣不在

論斷飛碟此事之有無，而是:為什麼這麼多人相信它存在?而且，為什麼他們看

到的這些不明物體之形狀大多是圓形的?榮格順著這條線索慢慢的聯想到:如果

飛碟現象普見於本世紀的各民族、各地區之報告裡面，那麼，它是否可能也見於

古代的文獻裡面?榮格順藤摸瓜，果不其然，古代的圖書文物裡曲j ，也有許多類

45 參見《榮格崇拜»'頁 218-239 。上山安敏著，孫傳釗譯， «神話與理性» (上海:上海人民出

版社， 1992) ，頁 203-2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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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飛碟」形狀的載錄。問題來了:為什麼時不分往古來令，地不分東西中外，

人不分男女老幼，竟然都會看到飛碟呢?這是否表示它真的是客觀存在的呢?或

許，它真的是天外來客，不時的會來拜訪地球?

榮格不肯定，但也不排斥「飛碟客觀存在」之說，但這個問題卻不是他想要

處理的問題。或者說:他認為的「客觀存在」之說，其解釋與實在論者解釋的不

一樣。古今中外，男女老幼皆曾見到。這樣的敘述自然可以視為「真實」的一項

有利保證 46 。但「真實」有好幾種意義的真實，榮格的解釋很特別，他說這種普

遍的現象正顯示它是出白人人共有的集體無意識， I飛碟」不是天外飛來，而是

從人類最深層的集體無意識底層「投射」出去的。「投射」是精神的一種基本功

能，在近代以前，人類的意識「投射於客觀世界」的情況尤其普遍。神話、儀

式、傳說、藝術、夢境、甚至科學等等，處處皆可見到集體無意識投射的痕跡:

「如果我們把它們應用到圓形物體上(不管是圓盤還是圓球) ，我們立刻就會發現

這些圓形物體與所有精神分析心理學的學生所熟知的總體性的象徵一一曼達拉

(圓圈的梵文)十分相似。這完全不是新發明，因為它總是以相同的含義出現在

所有時代和所有地方，而且它並不依賴傳說就一再地重現於現代人中。不管其形

狀像史前的『太陽車 JI '或者魔圈，或者點金術的小世界，還是採取了構成或包

含心理總體性的現代的秩序象徵的形式，它都被當作『保護性』的或避邪消災的

圓圈。正如煉金術的歷史所證明的，曼達拉在本世紀已經明顯地演變為心理總體

性象徵了。的」

如果曼茶羅是個人格完整象徵的原型，那麼，它總會以各種曲曲折折的方

式 48投射出來的。但「飛碟現象在今日」難道沒有特別的涵義嗎?榮格似乎又不

如此看。他認為在混亂的時代，心靈為追得平衡，它會釋放出一些訊息的。今日

的世界確實是個特別亂的世界，是濟慈的詩所說: I中心粉碎，綱維不再 J '人

們盼引著救世主第二次到來的時代，於是，曼荼羅投射於天界，遂成了飛碟遨遊

於天空。如果人們知道飛碟不是外在現象，而是包含意識與集體無意識在內的

「本我」之象徵，那麼，這個象徵會傳來救贖的訊息。佛教的曼茶羅就是個最圓

滿的象徵，最美好的飛碟。相反的，人們如果誤內為外，他很可能會陷入毫無希

望的毀滅之中。一種現象，結果迴異。飛碟此事遂流傳古今中外，成為貫穿人類

46 我們這程所說的「真實 J '其立論標準是依「一貫」說，而非「主客符合」說。

47 榮格著，張躍宏譯， «天空中的現代神話» (北京:采方出版社， 1989) ，頁鈞。

48 榮格在《飛碟一一天空中的現代神話》一書將它們歸類到(一)傳說中的飛碟， (二)夢中的

飛碟， (三)現代繪畫中的飛碟， (四)歷史上的飛碟現象這幾個因素去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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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極盛行的一則傳奇。

病患的創造、煉丹師的製作、神話的展現、大眾心靈所投射的飛碟意象，這

些來源不同的現象卻不約而同的顯露了曼茶羅的意象，榮格由此闡釋曼茶羅確為

人的深層存在之原型，它也是可以被被動的想像投射出來的有意義之幻象。

六、結論:所同不勝其所異

我們看到榮格本人依賴能動的想像法得到許多的幻象，幻象的大宗是曼荼羅

的圖像，我們也看到榮格對佛經的詮釋也牽涉到觀想與曼荼羅的內容。這兩者之

間的關係並不是巧合，因為依據榮格的解釋，曼茶羅是完美靈魂的象徵，是內在

的上帝之意象，這樣的概念自然與佛教的終極人格之意義有相呼應之處。

如果單單就曼荼羅的形式而言，榮格對此圖像的解釋是符合佛教的用法的。

在榮格所列的諸種原型當中，筆者覺得曼荼羅大概是最接近於先驗的普遍的圖

式。印度、西藏傳統中，曼荼羅一直扮演極重要的角色49 。道家傳統中，圓轉的

意義如車輪、陶器、石臼等等一直扮演道的象徵50 ，而圓轉固是曼茶羅之意也。

儒家傳統中， [""太極」一直居有最高存有的地位5l ，而太極、太極圖這類的事物

反映的正是曼荼羅的意象。橫貫歐亞大陸，我們確實可看到散播各地的曼荼羅的

圖像。

如果曼荼羅的形式可以結結佛教與分析心理學的話，在內容的解釋上面，兩

者是否相同，甚至能否大體相融，這就有待斟酌了。

依據榮格所述，曼荼羅是「本我」的圖像化，它涵蓋了意識與無意識層兩

面。然而，所謂的「無意識層」要達到什麼樣的程度才算究竟，佛教和榮格的理

解是大不相同的。對佛教而言，無意識層的最深一層一定是超越的，無欲無色

界，非想非非想。佛教在這一層上設定了佛性，對大乘佛教而言，此佛性更被設

49 參見 Tucci 的解釋 ， The Religions of Tibe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pp.

78-81 。

50 參見拙作， (厄言論:莊子論如何使用語言表達思想>， «漢學研究» '第 10 卷，第 2 期，

1992 。尤其是頁 132-137 。

51 引見湯淺泰雄編譯，拙譯， «黃金之花的秘密» '頁 296 。關於榮格學說與「太極」的關係'榮

格學派的 K紅ff女士有專文討論: Dora M. Karff, The Archetype as a Healing Factor, Psychologia

(Kyoto: Psychological Society, Kyoto University, 1966), Vol. X N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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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為如來藏心，人的本來面目。唯識學所說圓成實性亦屬此層。

榮格當然不會不知道佛教設定了這個層面，f也有時也認定分析心理學的某些

概念可以與佛教的超越的觀念相配合，在〈試論《涅槃道大手印瑜珈法要>))一

文中，他甚至說: r無意識是所有合一經驗的根基(法身) ;也是所有原型或結

構類型的母體(報身) ;也是現象世界的條件(報身)。 n」類似的語言我們還

可以看得到。但榮格這些話語不能太當真，他明顯的誤解了法身或「唯一真心」

這類話語的層次。佛教所說的「法身」、「唯一真心」是超越的層次，榮格思想

的一個基本規定就是此層次是限制性的概念之區域，它永遠無法對人類的認識能

力開放一一榮格在這點上的意見與康德一致。榮格只要聽到印度人或東方學者論

到天人合一或涅槃境界之類的話語時，他總不兔帶點嘲弄的態度。在分析心理學

的世界裡面，沒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容身之處。

榮格的「集體無意識」絕不可能等同於「法身」之類的概念，我們看第四節

他使用能動的想像，讓原型的內涵不斷釋放出來時，即可略見其一、二。在一次

大戰之前，榮格被層層的幻想鎮伏住了， r川流不息的各種幻想蜂擁而至J '這

類的心靈運作方式再怎麼看，都不可能是華嚴義海的莊嚴世界，不會是大圓境智

下的慧光交射。很自然的，我們會想到阿賴耶識的概念: r阿賴耶識甚微細，一

切種子如暴流。我為凡愚不開演，恐其分別執為我。J «解深密經》所說的「阿

賴耶識」與榮格的「集體無意識」之層面相當，此經說「恐其分別執為我J '榮

格所說「本我J '恐亦不出此範圍。

佛教在眼、耳、鼻、舌、身、意外，另立末那識與阿賴耶識。「阿賴耶識」

在真諦的思想中，其地位可被提升至最高的清淨心性之層次。除了此種特殊的用

法外，我們知道唯識學的用法指的是種妄心的概念，它是極微極細的習心，其深

非一般意向性所能及。它是無始始來界，一切法等依，亦即它是穿透永恆的時間

之流在意識上所沈澱的習氣;而且，此阿賴耶識是有內涵的，它是種子識，兼能

藏、所藏、執藏之意。有關阿賴耶識的詳細內容，我們不必在此多說。但上述所

說二義:一，它是長期累積而成的種子識;二，它蘊含了無數的潛伏之勢力，單

單就此兩點，已經可以將榮格的集體無意識一一原型觀念拿來與之相比配。它們

在細部內涵上自然還有差別，但兩者同層同質，這點是確切無疑的。

阿賴耶識是遍計執性，其上還有國成實，性，因為學者經過不斷遮撥的工夫，

他可以轉識成智。唯識宗如何解釋人的成佛之可能性，此事牽涉到佛教的判教問

52 «東洋冥想的心理學» ，頁 1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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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我們無法細談。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只要轉識成智可能，此心必須有一直

覺性的突破，洞見本體。佛教多言人真有一種無分別之意識，此意識可以提供一

種直入本體之般若智，般若智就像僧肇所說的是種無知之知。此無知之知可朗現

全體，它是種「一切知 J '就圓融而言，它是種「一切種知」。佛教的工夫論不管

言頓言慚，最後總要預設人有種洞見本體的直覺，有此直覺，方有涅槃。

榮格看到這樣的直覺，他說話了: IIF合一』的經驗是東方的『頓悟』朗現

之一例......我認為東方的直觀已經越過了他的本分。九他有時話會說得輕一

點，他會說:東方人有東方人的修行傳統，他們可以利用他們行之久遠的瑜珈修

煉，進入如夢似幻的無意識界。但西洋人不可以東施效聾，走火入魔。他認為西

洋人也有西洋人自己的瑜珈，精神分析所提供的夢的解析或能動的想像即是東洋

的瑜珈的對應物。

我們前面曾經類比榮格與佛教的相關概念，我們說能動的想像可視為分析心

理學的工夫論。嚴格說來，這樣的論斷只能是種「格義 J '其對應不具備太完整

的語義內涵。在佛教，工夫論必然要預設著「轉識成智」的可能，但榮格沒有這

樣的超越的要求，所以他的「能動的想像」也就沒有逆覺體證 54 、直入先天這一

回事。我們看他只能無為的任內心深層的內容自動攤顯，在攤顯出來的內容之基

礎上，醫生或當事者再作精神分析的工作。榮格這種「能動的想像」其實不是沒

有風險的，人的無意識裡如果有那麼多複雜的內涵的話，學者如何使它順利投

射，這是需要大費周章的。榮格特別強調曼茶羅魔法圖中城池或「太古鴻溝」的

內斂功能，免得意識四散，我們由此可以知其旨趣為何。

如果工夫的途徑不同，工夫的目的不同，曼荼羅之相似只是形式上的，無意

識之重視也只是阿賴耶識層次上的，那麼，榮格對佛陀之讚美、嚮往，甚至拿自

己和他同化，他這樣的人格嚮往是否也是所同不勝其所異呢?

事實正是如此!我們上引第二節所述榮格對佛陀之認同，進而等同，這樣的

說法絕不是東方「心佛眾生，三無差別」或「人人皆有佛性」的論述。榮格並不

是對佛陀情有獨鍾'事實上，他曾在某一個時期，認清並融合了「內在的基督」

之後，也曾認為自己就是基督 55 。進一步論，榮格也不是對基督情有獨鍾'因為

53 «采洋冥想的心理學» '頁 138 。

54 即使唯識宗也要預設著人可成佛的可能性，此際原有的第六誠可以因煩惱根盡，轉成妙觀察

智;原有的我執之末那誠可以平觀物我，轉成平等性智;最深微的阿粉、耳~"t i我更可轉化種子之現

行為法界之如如，而成大圓鏡智。

55 參見《榮格崇拜» '頁 3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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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己開闊了→個分析心理學的王國，他有自己的教義，自己的儀式，他已被視

為救世主鉤。他之自比佛陀，可以說是種真誠的自白，但這樣的佛陀觀離開佛陀

的開示太遠了，榮格想到的是「神祕的天授 J '而不是人人皆可成佛。

56 參見榮格一場能動的想像所見到的景象 ， lung , Analytical Psychology, p. 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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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dala and Meditation: Jung Encountered
with Buddhism

Rur-bin Yang

Abstract

lung viewed Buddha as a great physical-psychical therapist; he himself obtained

lots of helps from the sutras, too. This article research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ung

and Buddhism. First, I disposed lung's relationship with India and Buddha from the

aspect of his biography, and discussed his interpretation of several important sutras.

Second, I compared the affinities and the di叮叮ences between the “ mandala" and

“meditation" of the sutras and lung's “mandala" and “ active imagination'\Finally, I

pointed out that lung appreciated Buddhism and his important concepts, such as the

archetype of mandala, active imagination, self, collective unconsciousness, can be

found their corresponsive terms in the sutras, but ht lacked an elaborate methodology

of self-cultivation and ht didn't admit human has the ability of penetrating into the

transcendental world, either. Thus there is a great di旺erence between lung's thoughts

and Buddhist doctrine. Such a di旺erence is ve可 critical.

Keywords: meditation, mandala, lung, Buddh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