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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性化」與「復性」

榮格與朱子的異時空交會

楊儒賓

提要

榮格對東方思想甚感興趣，但很少提到朱子，本文比較兩者是基於學說受納

史的立場。本文認為朱子和榮格同樣站在意識哲學的立場，同樣主張「人格一」

與「人格二」的協合才可完成圓滿的人格。但朱子因為堅持儒家成就世間的道德

主義的立場，所以他強調的終極主體的「太極 J '以及「格物窮理」具有工夫論

及本體論的意義，這些要點在榮格思想中是見不到的。而榮格所著重的「原型」

之意象，我們在朱子思想中也見不到重要的對應概念。透過了兩者的比較，本文

嘗試給榮格思想在中國哲學的光譜中，一個恰當的對應位置。

關鍵詞:榮格，朱子，自性化，復性，曼荼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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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榮格論「自性化」原理

三、原型功能的轉化

四、朱子論聖人

五、復性之道一一主敬與格物

六、大跨弧的比較

一、前言

近代西洋學術巨人輩出，這些巨人的學術淵源大體都是西方的。榮格是少數

深入東方思想，而且思求東西對話的重量級人物。榮格所關心的東方，主要是包

括佛教在內的印度思想，以及東亞的道、禪思想。身為精神分析學門主要的奠基

者，榮格會選擇印度教、佛教、道教(家)這幾個大傳統作為對照的系統，理由

並不難理解。因為從榮格的觀點來看，如論涉入人類靈魂之深之遠，有哪幾種宗

教或哲學可以比得上東方這幾個大教?l誠如榮格自我招供道: I我有機會體認

到我的知識非常不足，這種痛苦的自知之明還是有的。在這方面的領域，我們一

切都有待學習......不管就批評西洋心理學的功能而言，或是就客觀的理解它而

言，東洋心理學的知識都可提供不可或缺的基礎。 J 2有關榮格與道、佛思想的

關係'晚近中文學者討論者漸多，筆者先前已譯出榮格的相關著作， 3也撰寫專

文討論其義，本文不再涉及。

和道、佛兩家相對照之下，榮格對儒家的解釋，除了儒、道同時宗仰的《易

l 榮格說: «易經》帶給他晚年最重要的發現 「同時性原理」的線索; «太乙金華宗首》一書

帶給他進入煉丹術的門徑;佛教對他的影響同樣的深遠，榮格甚至暗示自己與佛陀的同一。筆

者先前已先後撰寫專文探討其義。(同時性與感通一一-榮格與易經的會面) ，朱曉海編， «新古

典新義» (台北:學生書局， 2001) ，頁 113-150; (曼荼羅與觀想一一榮格與佛教之相會),

《法鼓人文學報» ，是IJ 刊號， 2004 年，頁 218-252; (榮格論煉丹術一一個體化與九轉丹成) ,

《中國文化» ，第 17 、 18 合期， 2001 年，頁 119-218 。

2 榮格， (阿貝格《東亞的心靈》序言) ，此文收入拙譯， «東洋冥想的心理學» (台北:商鼎文

化出版社， 2001) ，頁 153-1日。

3 除了《東洋冥想的心理學》外，筆者另譯Jung&湯;這泰雄著《黃金之花的祕密»(台北:商鼎文

化公司， 2002) ，共 31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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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一書外，其餘的經典或儒者思想則殊少受到重視。本文想探討的主題正屬於

這個受到忽略的領域:榮格與朱子對「成人」一一亦即人格成長之道的看法。本

篇比較之作有兩個前提，首先，筆者所以作這種比較，不是因為榮格對朱子有多

少了解，恰好相反，沒有證據顯示榮格曾研究過朱子的思想。如果榮格有機會研

讀朱子著作的話，我們也很難揣測:榮格與他會有什麼樣的對話。但筆者認為:

站在吸納榮格思想的立場，我們固然可以從兩者相近，而且榮格也曾明言及之的

部分開始探討起，比如榮格與《易經》、榮格與藏傳佛教或榮格與煉丹術的比較

等等;但如果我們從兩者思想大同大異，而且榮格未曾明言及之的地方開始探

討，未嘗不可立論。實質上，榮格與朱子提問問題的方式頗近似，其立足點也可

說都建立在某種意義的意識哲學之立場上。兩者並列而觀，它提供的訊息恐怕比

榮格與印、佛、道對比所產生的意義還要豐富。底下我們將證成此義。

其次，比較要有比較的基準，榮格俱多重身分，其學問橫跨多種領域，泛泛

比較容易誤入歧途。本論文不是從「作為精神分析學家的榮格」的觀點立論，

「精神分析」早已是一專門的技術領域，這部分的議題已不是筆者所能妄讚一

詞。本論文所指涉的榮格是作為「比較思想學者」或作為「漢學家」的觀念冒險

者。 4筆者所以可以將他這樣定位，乃因榮格本人已一再涉足此領域，這領域的

問題與其說和作為醫學分支的精神分析學相關，還不如說與宗教或哲學的關連還

密切一些。榮格既然已切入東方學的領域，多方討論，並提出許多有意義的假

說，我們自然有義務與之對話，也可以合法的提出相對應的論點。

二、榮格論「自性化」原理

「自性化J (individuation) 一詞是原型心理學重要的概念，此詞語又譯作

If固體性J '顧名思義，乃是一個人成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之經歷。5換言之，

我們現實的人都是欠缺的，不夠完滿，他必須發展，而發展有個目的，它預設了

一個「整體」的圓滿目標。根據上述的定義，我們知道If固體化」預設了底下的

4 榮格自然不認為自己是漢學家，一般的漢學研究著作或辭書也不會將他列入。但榮格論及中國

思想的專文或文字之多，已不遜於一般的;美學家，其影響力之大更不用說了。

5 參見Jung， The Collected 間仰-ks of C. G. lung (Princeton ,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1979) ,

voI9.1 , para, 49 0 Collected Works 底下簡稱C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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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

(→現實的人是不完整的，他內在有種渴求發展的衝動。

(斗發展會導向完整( unity or whole) 的人格。

(司發展是個長遠的歷程 (process) 。

現實的人為什麼是不完整的呢?這個問題似乎相當瑣碎，因為人是未完成的

動物。不管依什麼宗教或倫理學的道德標準來看， I現實的人是不完整的」應當

是個自明的命題，否則，道德的實踐或者上帝的救贖都不能談。但我們不能不承

認:這個自明的命題放在不同的思想脈絡，它的談法絕對不會一樣。榮格所以認

為現實的人是不完滿的，根本的原因在於人真正的自我一榮格稱之為本我 (self)

是不透明的。我們的意識所及永遠只是人格構造中的一小部分，其餘尚未覺識

到的部分隱藏在人的反思之光之外，但它卻又對存在的狀態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學者如果不能正視現實的我與「本我」之間的差異，或者不能正視意識對「意識

難以觸及之意識」的差別，他即無法了解人生之實相。不但如此，這種疏忽會造

成無窮之禍害一一榮格相信法西斯興起與戰火不息皆源於世人此一根本性的盲點

所致。

「自性化」此譯語多少帶有東方的意味，它很容易令我們聯想到中國傳統的

心性論語言。如果說儒家的「盡性」、道家的「復性」、佛教的「明心見性」都含

有證成超越的人性之蘊含的話，榮格的「酬的仁」亦與之類似。此概念預設「目

自句」的概念，其「目的」乃意昧著學者向「本我」的回歸。「本我」是「自性化」

概念的旨趣所在，也是本文焦點所聚，我們且看榮格如何說明它的意義:

本我是一種超於意識之我的量度。它不僅包含意識的心理，同時也包含潛

意識的心靈，故而亦可說是我們大家都有的一種人格或心性......要想達到

乃至接近本我的意識，希望甚為渺茫;因為，不論我們如何著意，其中總

有一批模糊難定的大量屬於本我全體的意識材料存在著。 6

「本我」所以難以掌握，我們現在知道其中的關鍵性因素，因為它包含了

「意識」與「無意識」兩個部分。意識如冰山一角，無意識則是底層遼闊的冰

體。榮格說的「無意識」有個特別的規定，我們都知道他所以和佛洛依德分手，

其中一條主要的導火線即是榮格主張:無意識的縱深極深，它的範圍不僅止於被

6 CW7, para, 2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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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壓抑下去的個人無意識而已，個人無意識底層還有一片廣泛無涯、幽暗無名

的無意識。但這層無意識不是個人性質的，它固然見於此生之此身，但它的來源

卻源遠流長。它是無始以來，人類祖先代代相傳的遺傳因素，它是先驗性的。榮

格相信:就像人的身體有遺傳基因一樣，人的心靈構造也有遺傳的因素。心靈這

種準生物性的遺傳因素即是集體無意識。榮格所以稱呼此種無意識為「集體

的J '乃因此種無意識是種屬的，它不但是前個體的，它還是前民族的。亦即在

民族分化以前，人類的共同祖先代代傳遞一些身心底層的因素。換言之，人生下

來就遺傳了某些心靈的特殊成分，心靈不是白版，它的內容不是完全由後天添加

上去的。但這些心靈成分雖然與意識連屬在一起，它卻像身體的遺傳基因一樣，

同樣是存在卻又不可覺識得到。問題是:這些不可覺識到的集體無意識不是存在

而不活動，它真有自足的動能。學者處境之尷尬正在此處:他無法覺察到集體無

意識，但他的人格如要成長，趨於完美，他又非得和它打交道不可。榮格自性化

原理最關鍵之處，就在於:學者如何和他內在的這另一個「我」打交道。

榮格認為人的結構有三部分:意識、個人無意識以及集體無意識。意識層是

我們可以覺察到的層次，我們一般所說的「自我 J (ego) ，正是以意識層為中心

的作用主體。可惰的是: I自我」很難自作主宰，因為它要受底層的無意識所左

右。對應著「自我」一詞，榮格主張:完整的「我」是「本我J' I本我」包含

意識 個體無意識一集體無意識，三識一體。榮格11固體化」理論的歸趣，我

們可以說:人格的重心由自我轉向本我，由生命構造上層的意識下沈到統合意識

與無意識的邊界地帶。這種轉向或下沈不是「取代」或「毀滅」的關係，而是永

無止境的整合(intergration)之歷程。簡言之，個體化不是一件有明確段落的事

件。完整的「本我」也不是經驗性的概念，它是原型，是榮格版本的「物自

身J '是永而難以恆企及的目標。

「個體性」最重要的關鍵在於意識與集體無意識的整合，但就意識層與無意

識層考量，兩者又各有內部因素需加以統而一之。換言之，在意識一無意識或

自我一本我這樣的縱貫軸貫穿下，意識(自我)與無意識(本我)兩者分別代

表「個體性原理」底下的兩個次級系統。集體無意識領域內需要被處理的東西，

主要是一堆形形色色的原型一一嚴格的說，當是原型意象。意識層需要處理的成

分，則是意識的基本傾向及不同作用。基本傾向有二，一是內向，一是外向。作

用有四，一是思維，一是情感，這兩者是理性的機能。感覺和直覺是另外兩種作

用，它們是非理性的機能。榮格劃分人的傾向有內、外兩型，這個劃分現在不但

已成為心理學常識，它可能還是市井小民都懂的常識心理學。外向的人面向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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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個性開朗，善與人溝通。內向的人則將注意焦點迴向身心內部，敏感羞

澀，恬靜寡言。榮格認為人對自我及世界的反應不出內、外兩型，每個人基本上

屬於其中的一種。但這兩種傾向不是絕對互反的，它們同時都可在同一個人身上

發現，只是一方顯，一方隱;一方強，一方弱。或者某時某方強，他時他方強罷

了。
意識的內向、外向可以解釋人的兩種基本態度，但話說回來，學者如論及個

體一世界的關係，而且是從精神分析的角度著眼，那麼，內向/外向的對分不

是很容易想像出來嗎?它與向心/離心、陰柔/陽剛這些對照組概念的情況類

似，它們都是有用但又籠統的分類標準。榮格對意識的設定，當然不會僅於此，

榮格認為意識仍有它特殊的機能，這也就是我們上文所說的理性機能之思維， 'I育

感以及非理性機能的直覺、感覺。這四種機能加上兩種傾向，一共構成八種心理

類型:內向 直覺、內向一感覺、內向一理智、內向 情感、外向一直

覺、外向一感覺、外向一理智、外向一情感。八種類型的人各依其意識特

質，顯示個人的風格。

然而，單就八種類型論人、論人格或論個性，卻還不足以解釋人的現象。榮

格論人格之發展，重點沒有放在意識層上，他認為意識層的「自我」比起「全人」

的「本我 J '就像「被推動者與推動者」的關係一樣。 7一般人認為意識會反

應，意識是大的自我(I) ，意識有分別心強的理智以及動能力道十足的情感，意

識就是自作主宰的「主體」。榮格不這樣想，他認為意識在決定人生的方向上其

實作用並不是那麼大，由被推動者/推動者的類比來看，他毋寧認為意識只是個

傀儡，說得中性一些，它或許像內閣制的總統，他是台面上的主角，但權力在總

理手上。

意識或個體無意識底層還可挖掘更深層的意識構造，這樣的思想並不特別，

印度各宗派、道家、理學幾乎都宣稱人的意識底層有個廣漠無涯的存在之海。即

使西洋文化範圍內，類似的思想亦非一、二見。榮格和他們不一樣的地方，乃是

他堅持:集體無意識並非空白無內容。他同意:集體無意識類似康德所說的超絕

區域，因此，我們無法對它有積極的知識。但如果說積極的知識不可能的話，我

們對它卻仍可間接的得知。榮格從他長期行醫的經驗，發現許多原本互不相識的

病人，而且在他們不自覺的情況下，居然會陳述類似的內容 或用繪畫、或對

醫生陳述病情。不但如此，他發現這些內容不但見於精神病患。他從流傳世界各

7 CW l1, para, 391 。



「自性化」與「復性」 榮格與朱子的異時空交會 143

地的神話、民譚，發現其內容幾乎都有一致性:烏魯諾斯、英雄、大母神、宇宙

蛋、太陽等等的神話;聖嬰、慈母、智慧老人、小精靈、圓形、樹木、渦形等等

的主題。時代相去綿遠，空間相隔遼闊，這些一致性的神話主題與象徵有可能是

一個中心傳播開來的嗎?事情還不僅於此，榮格發現:他從各文明一些被邊際化

的學科或思想如諾斯替教、占星術、←卦、煉丹術等等，也發現與神話及精神病

患意識構造相似的主題。這一連串的相似性逼使榮格不得不作大膽的想像，他打

破了達爾文的遺傳法則，接受拉馬克的獲得遺傳學說， 8他宣佈:人的無意識底

層有無始以來代代傳遞的某種原始形式，我們無法認清它，但我們知道它透顯出

來的形象，這樣的形象叫「原型意象」。藉著原型意象，我們反過來又可以確

認:原型是存在的。

榮格認定原型是超越但卻是真實的概念，它代代相傳，能量不斷累積，那

麼，自我不得不面對這位陌生但又具有無限能量的同體異卵兄弟，此事不難想像

而知。人的自我意識不管有多強的意志，它充其量也不過是百年的累積。集體無

意識不然，它的歷史悠遠多了。它既然有幸與意識同體居住，意識怎能不珍惜此

事呢?榮格用了一個有趣的比喻，他說道:

假如我們可以使無意識擬人化的話，我們也許可以將它視作一種集體的人

類一一種綜合男女特性，超越青年與老年、出生與死亡，且有一兩百萬

年人類經驗，可說長生不死的集體人類。假如世上有著這麼一個造物的

話，它將會超越一切時間的變遷;對它而言，眼前一念，比之耶穌百萬年

前中的任何一年，可說完全相等;它不但可說是一個做了互古之夢的夢想

者，而且，由於它有無限的閱歷，故亦可說是一位無可比肩的預言者。它

的壽命，比之個人、家庭、種族以及國家來，不知要高多少倍;因此，它

對成長、興旺，以及衰退，必然有一種生動的韻律之感。 9

榮格的設想非常生動，他將集體無意識擬人化了，他是位作了互古之夢的夢

想者，但又歷經滄桑，熟鍊世，情。榮格在此用了文學的比喻，但集體無意識既然

8 榮格是否接受拉馬克的遺傳理論，此事頗有爭議，參見卡爾文﹒霍爾與泛農﹒諾德合著， ~長月

譯， «榮格心理學綱要» (鄭州、I :黃河文藝出版社， 1987)頁 33-34 。安東尼﹒斯托爾著，陳

靜、章建剛譯， «榮格»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9) 頁的 48

9 CW9 ' part1 ' para99 0 譯文引自 J. Thomas 著，徐進夫譯， «東西之我觀» (台北:成文出版公

司，民 66 年)頁 88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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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另一位無名而又更具權力的「我 J '因此，我們如將它視為歷經劫波、遼鶴歸

來之智慧長者，也未嘗不可。 to

無意識的壽命是否長達一兩百萬年，或僅是一兩百萬年，恐怕很難拿捏的

準。但它與意識出現的年代相比，絕對要長很多，這卻是可以肯定的。因為「意

識」是「個體」的概念， r無意識」卻是「人類」的概念。在每位個體人的身

上，事實上有兩個發號的中心，就像榮格在自傳中所說的，有「榮格一」與「榮

格二J '有「一號人格」與「二號人格 J 0 11 榮格認為完美的人格圖像即是意識人

格與無意識人格的完整統一，是前者的明晰與後者的動能的互滲互化。

「自性化」是個永恆的歷程，但理念上，它可以達到美滿的境地，此美滿境

地的人格即是「曼荼羅」的人格。「曼荼羅」之人是兩性俱備之人，是四象均勻

之人，是方圓兼濟之人。榮格借用了神話思維最常用來代表美滿的「圓」之象

{毀，突顯出人類至褔狀態。 12

三、原型功能的轉化

「曼荼羅」之人是「意識」與「無意識」互滲互化之人，是陰陽、明暗、方

圓兼攝之人，這樣的圖像是很清楚的。然而，作為陽、明、方一面的意識如何與

作為陰、暗、圓一面的無意識融為一體，卻是工夫所在。誠如上節所說的，榮格

的「無意識」並不是意識空白的概念，而是瀰漫了無數的「原型」的，這些原型

不可覺知，它彷彿「互古之夢的夢想者」。

然而， r夢想者」之言容易美化或弱化「原型」的功能，我們上節所說的這

位「互古之夢的夢想者」並非童話中的睡美人，它不見得是那麼友善的。「原型」

既然是生物學的概念，是人在大自然生存、不斷適應環境的產物，因此，我們可

以預期:積澱在集體無意識裡的「原型」就不能不反映無始以來人類長期的發展

史。這樣的積澱太深遠了，動能太濃了，但面貌又太模糊了。自性化最大的作業

就是要處理這群渾沌無面目、但其盲動之力的人性深層因素。我們且借榮格自己

10 榮格遇到重大難題時，往往採用「動能之想像J '向集體無意識請教。集體無意識t!p化身為帶翅

之智慧老人斐樂門 (Philemon) ，開示榮格。所以此處的隱喻也可視為一種榮格學的敘述。

11 劉國彬、楊德友合譯， «回憶﹒夢﹒省思 榮格自傳» (台北:張老師文化， 2001) ，頁 75

78 。

12 相關論點參見拙作， (曼荼羅與觀想 榮格與佛教之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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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話講: r個體化的特點，就是把精神中非自我所能主導的各個方面一一如陰

影、面具 Anima 、 Animus 等，以及某些在人格中非占主導地位的態度和功能類

型等一一加以強化、區分、整合，使之成為意識的過程......使它們成為心理學上

不可分割的整體。所以， u"個體化』意味著成為一個單一的、同質的存在，因為

『個體』包含我心靈深處的、最終的、無與倫比的獨特性。 J 13他又說:個體化

的目標「一方面，不亞於揭穿自我的人格面具，另一方面，無異於消除原始心像

的暗示力。 J 14

榮格上面的話語指出「原型」本身帶有「見光死」的特性，你不了解它，它

就成為人格幕後的主宰;你一了解它，同時也就解除了它的武裝，無明衝動可消

失大半。榮格的「無意識」一詞不宜以東方的無限心比附之，榮格絕對不是性善

論者，他的原型絕不可能是朱子所說的仁義理智的樣態。相反的，榮格勸導學

者:當你一步步深入靈魂禁區時，你要解消原始心像那般魔魅的力量。如果說理

性化帶來了世界魔咒之解除，我們發現:精神分析師也扮演了類似的角色，他只

要一了解或正視原型的存在，原型的魔力自然就消失了。它不再往外投射，相反

的，它會與意識相融。自我深入本我之中，本我逐漸的可以被意識的到。

自性化的關鍵在於正視原型，解消魔日兄。原則上所有的原型(實即原型意象)

應當都要受到理性之光的朗照，魔 q兄消除後，即|生才可曼荼羅化。但在引文中，

榮格特別指出(人格) r面具」、「阿尼瑪/阿尼姆斯」與「陰影」三者，這三個

原型確實是人格轉化過程中最需要嚴肅下工夫對治或對話者，所以我們討論「自

性化」的工夫步驟時，討論的焦點即聚集於這三組原型的概念上。

「人格面具 J (persona) 是成熟人格走向個體化歷程中，不得不正視的重要

原型。人格面其此語借自戲劇表演，演員在舞台上，因應不同劇情，他需要扮演

不同的角色。同樣的，學者進入分工化社會以後，他的人格屬性基本上是社會性

的。既是社會性，他必然要扮演各種不同的角色。借用涂爾幹的說法，人扮演各

種不同的角色，亦即他需要各種不同類型的人格面具，這是社會事實。「人格面

具」先於心理的需求，它屬於社會的範疇。對榮格而言， r人格面具」卻是集體

無意識的事實，因自有人類社會以來，人急需扮演各種不同的角色，否則，社會

的分工、互動、維持，勢必不可能。「人格面真」日積月累，代代相傳，對妻為

夫，對子為父，對下屬為長官，對職員為經理，對網友為 a '對球友為 b '對舞

13 常若松譯語，引自盧德， «榮格心理學與聖三靈修» (台北:光啟文化， 2004) ，頁 87 。

14 CW7 , para, 26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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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為 c '人在社會網中，建構了自己。

人格面真是生活必備的，缺少了它，任何人不但無法生存，他甚至連人格的

同一性都無法維持。因為作為靈魂與外在世界溝通的仲裁者一旦消逝，個體勢必

成為蒼白的主體，毫無人格建構必須具備的社會性內涵。15但學者如果沒辦法正

視人格面具的真相，他久假而不歸，將自我和人格面真同一化了，那麼，他的本

我勢必無法成長。因為他的人格已經異化到各種社會位置所反映的那些強勢的社

會角色，長官、強人、企業家、大和尚、國際學者等等，他的人格面真巴和他的

人格結為一體了。外重則內輕，膨脹的外部投影壓抑了學者內部的人格發展。長

期發展下去，學者遂自然而然的形成自我欺騙的人格，如果用海德格的話講，也

就是他變成了das Man '的芸芸眾生中異化的一員。從das Man變成真實的人，

其訣竅在於看穿人格面具的本性，減低它的重要性，也就是滅殺它附著在意識上

的力道。

如果「人格面具」是自我與外在世界溝通的媒介，那麼阿尼瑪與阿尼姆斯即

是自我與內在深層自己溝通的原型。學者如果不了解人格面具調節與限制自我的

雙重作用，他即無法發展健全的人際性人格。同樣的，學者如果沒有辦法了解阿

尼瑪/阿尼姆斯的正反作用，他也無法了解自己深層的生命一樣。

榮格阿尼瑪/阿尼姆斯這組概念類似中國思想中的陰陽概念，榮格認為任何

男性都有女性成分(阿尼瑪原型)，任何女性也都有男性成分(阿尼姆斯原型) ,

這種說法和「一陰一陽，互為其根」之說相近。由於任何人原則上都是兩性真有

( androgyne) 之人，因此，學者如果沒有辦法傾聽內在另一個「我」的聲音，他

只拼命發展他優勢的性別傾向，這就會造成人格的嚴重傾斜。但反過來，學者如

果只發展與優勢的性別力量相反的那一面，榮格認為其失亦同。比如男人人格中

的阿尼瑪因素可以是負面的，它顯現為壞心腸、惡毒、柔弱的意見，它貶低任何

價值，打碎真理的標準。但它也可以是正面的，它誘使男人知道他如想「完

美J '他必須尋找生理與心理上的另一半。它也督促男人挖掘隱藏在無意識後面

的事實。總之，它起了重要的調節作用。這種作用也見於阿尼姆斯身上，而其負

面因素當然也是同時而來的。 17總之，如何在優勢的性別以及內在的阿尼瑪/阿

15 參見米德 (H. Mead) 著，趙月瑟譯， «心靈、自我與社會» (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 1992) ,

頁 120-201 。

16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 p.p.166-168 。

17 參見榮格等著，黎惟采譯， «人類及其象徵» (台北:好時年出版社，民 73 年) ，頁 212-2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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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姆斯間取得平衡，這是學者內在生命能不能充分開發的關鍵。兩性具有、兩性

開發這些概念很容易令我們聯想到中國的「陰平陽秘」、「中和之人」等等的說

法。

如果人格面真、阿尼瑪、阿尼姆斯這些原型的積極面與消極面因素都有的

話，陰影 (shadow) 這種原型卻是消極面特別顯著。所有原型中，陰影力道特

強，根源特深。就像任何事物都會有影子一樣，形影不離。人的任何活動，也都

會有陰影體隨而至，榮格說:所謂陰影， r就是人不想要的任何事物J 0 18 凡是

人性中卑微、鄙陋、惡劣、雜碎、攤不開來、見不得人的因素，都源自此陰影原

型。它是人的另一個「惡毒的學生兄弟J '它是人性中真正的黑暗角落一應該不

是「角落J '而是黑暗天地。榮格陰影理論背後無疑反映了耶教原罪理論的悠久

傳統，同時也反映了看盡人生千姿百態的精神醫師對於人性的深刻省察。

面對著動能奇大無比，蹤跡藏匿難尋的陰影，學者惟一該作的事，就是面對

它，正視它，死纏活纏，日夜磨旋，陰影力道自然可以慢慢減弱。榮格說道:

人人都有陰影，它越少出現在人的意識生活，它越會變得又黑又濃。假如

人的意識淡了，我們才會有機會修正它......假如它被壓抑了，從意識中隔

離開來，那麼，它就無法得到修正。但不知不覺中，它很容易突然近發出

來。它是無意識之暗樁，它老是絆倒我們的巧思妙想。的

「陰影」是人格中「不」的力量，它是否定性原理。面對著層層疊疊的勳黑

大地，榮格斷然宣稱:學者只有將它們攤到理性之光下面來，其力道才可以減

殺。學者越躲它，理性之光越不去照耀它，情況自然會越黑暗。陰影不止於形驅

大小之面積，它覆蓋了一切。

陰影具有特別強的情動因素 (affect) ，學者很容易深陷其中，不克自拔。稍

不留意，它即會以各種不同的姿態，甚至是匪夷所思的姿態(比如:希特勒、史

達林) ，投射到現實世界來。 20榮格一再勸導學者:好好和它相處。減殺它莫名

其妙的外界投射，並正視無名陰影另一面的力量:白發、創造、動能、洞察，這

些性質是文學、藝術，甚至一切創造活動所不可或缺的。換言之，陰影與光明、

18 CW16, para, 470 。

19 CW l1, para, 131 。

20 現代社會病態與人的陰影面之關 f系，參見榮格(現代人的心靈問題〉一文，此文收入《尋求靈

魂的現代人» ，黃奇銘譯， (台北:志文出版社， 1974)' 頁 230-2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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毀滅與創造這些對立概念乃是「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學者體會陰影雙面

夏娃的性格，並取得和諧之後，他實質上也就將「陰影」的力量收編了進來，他

終於可以向最重要也是最終極的「本我」邁進了。

轉化原型意象，使它融合更完整的意識生活，這無疑是「自性化」過程的目

標。然而， I原型」既是難以意識到的「物自身J '我們如何喚醒它?消化它

呢?在上面引文中，榮格己說過:人的主觀意識一定不能太強，他才會有機會喚

醒無意識，並整合之、修正之。榮格用以「淡化意識、喚醒無意識」的方法，最

重要者厥為「能動想像J (或譯為積極想像)，榮格敘述此方法如下:

敘述一次自發的幻覺、一個夢、無理性的情緒、情感或諸如此類的內容，

並使之起作用，是使潛意識以其最感方便的一種形式出現。給予它特殊的

關切，專注但客觀地觀察它的變化，不遺餘力地投身在這項工作，全神貫

注而又認真仔細地注視這種白發幻覺繼之而來的變化。首先，不要讓任何

來自外界的、格格不入的東西進來，因為幻想意象已有了I( 它自身)所

需的一切」。對此以確信不會受到意識的反覆無常的干擾，並使潛意識有

了施展的機會。 21

「能動想像」牽涉到其體的精神分析之操作，此事因牽涉到意識深層領域，

原型學派醫師往往勸導道:如沒有專業人員從旁輔助，不宜冒進。22 I能動想像」

很重要，但此詞語在榮格著作中出現的頻率並不多，榮格也很少提及其具體內

涵。

榮格本身是實踐此方法的，他與原型老人「斐樂門」的對話應當就是顯例。

但筆者認為榮格探討此一方法的內涵最具體者，當是他對《觀無量壽經》與對

《太乙金華宗旨》的註解。由於筆者先前已先後觸及此兩本典籍，茲不贅語。但

由於修煉傳統大不相同，榮格對內丹道教「出竅」、「化身」的解釋不免乖謬，

為避免偏離主題太遠，筆者僅在此順便一提，以結束本節。

21 C. G. lung , Mysterium Coniuncitionis : An1nquiry into the Separation and Synthesis of Psychic

Opposites in Alchemy, CW14(1 955-1956), p訂a749 。引自陳淑媛， «r積極想象」與「靈性再生JJ

以榮格的「占星命盤」為實踐媒介» (民雄:南華大學生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5) ，頁

39 。

22 E. Pettifor, von Franz 皆有此說，參見陳淑媛 «r積極想象」與「靈性再生」 以榮格的「占星

命盤」為實踐媒介»，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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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朱子論聖人

朱子是國史上少見的百科全書型哲學家，同時，他也是國史上少數影響最深

遠，理論最深刻的儒者。我們從中國及東亞文化史任一領域進入，幾乎都可以觸

及到朱子的義理血脈。底下，我們將集中討論:朱子如何塑造人格的典範，他又

如何看待學者人格成長的歷程。

如果說榮格的人格典範是曼荼羅的人格的話，朱子的人格典範採取的則是儒

家傳統一向沒有異辭的「聖人」一辭。「聖」在儒典中一向居有崇高的地位，至

少自孔孟以下， I聖人」已被視為人格最高的一階。然而，包括朱子在內的宋儒

所理解的「聖人」一辭，其內涵和先秦儒學其實已有差異。筆者認為其間最大的

關鍵在於「本體」概念的介入，宋儒所看到的聖人基本上是體現本體的至高人

格，因為「本體」一方面被視為世界之本質，另一方面也被視為人的本質，本質

即性，朗現本質即被解為「盡性」。但由於宋儒對人性的生成通常持有一種「生

成即偏離、返源即成性」的觀點，因此，他們說的「盡性」也可解作「復性」。

上述所說概念幾乎可視為理學聖人觀之通義。程朱，尤其是朱子，對「聖人」

雖另有添加上去的規定，但其基礎仍不脫宋儒的大格局。換言之，朱子聖人觀的

部分論點是建立在周、張、二程這些大儒的思想之前提上的。周敦頤作為「北宋

理學的開山祖」此一形象幾乎是朱子一手奠定的， 23而周敦頤的聖人觀恰好也是

我們上述所說「聖人本體化」的體現。周敦頤的聖人觀現有兩大特點，一是聖人

和本體結合在一起， «通書》所說「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

之源也。 J (誠上第一») 24 I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靜

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 J (誠下第二») 25 I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

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閒者，幾也......誠、神、幾，日聖人。 J «聖第

四») 26 I誠」是周敦頤思想的重要概念，在宋儒的用法中，此詞最核心的意義

乃指「本體之創造性是真實無妄的J '聖人則是體現此本體之誠的人。

另一個重要的論點是連著他的「人觀」而來的。在有名的〈太極圖說)中，

23 參見土田健次郎兩篇文章， <周程技受再考)， «東洋份思想主宗教»， 13 ' 1996 。以及(宋代

思想史上仁:to (t 石周敦頤仿位置)， «東方學會創立五十周年紀念東方學論集»， 1997 。

24 «周敦頤集» (北京:中華書局， 1990) ，頁 12 。以下引文同此版本，不再註明。

25 «周敦頤集» '頁 14 。

26 «周敦頤集» '頁 16-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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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敦頤提到宇宙的開闢歷程是由「無極而太極」開始，然後陰陽五行，然後有

人。然而人有七情六欲，容易脫離原始的本源，所以必需「主靜而主人極 J '亦

即要從事一種逆返自然行程的工夫，才可以再度與太極取得和諧。聖人就是徹底

從事逆返自然行程有成的至高人格。

周敦頤所說的兩點聖人觀的特點，我們在其他理學家身上也可看到，此處，

我們僅舉朱子思想所出的程頤為例，以見一斑。二程所說的「聖人」很神，因為

他「與天為一，安得有二?」 27 「天即聖人，聖人即天 J ' 28程子此處所說的「天」

自然不會是自然意義的，而是作為價值源頭的「天 J '用宋儒的語彙講，此種

「天」實亦為本體。聖人「與天一J '其義亦與「聖人體道」、「聖人體現本體」

沒有兩樣。

程頤的聖人觀除了此點共相外，他在有名的(顏子所好何學論〉一文中也表

達了類似〈太極圖說〉的進路-: I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

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日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于中矣，其中

動而七情出焉，日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

使合于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日『性其情』。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于

邪僻，中告其性而亡之，故日『情其性』。凡學之道，正其心，養其性而已。中正

而誠，貝IJ聖矣。」叩門生其情」、「情其性」是李翱(復性書〉的語言，觀其用

語，程頤的思考途徑不難想像。

程頤所說的聖人仍是指逆返人的自然本性，重新取得與本源和諧之人。「聖

人」本體化是理學的共同論述，朱子亦承繼此一傳統。且看底下所說:

竊謂聖人之心，天地之心。天地之心可見，聖人之心亦可見。 30

惟天地聖人未嘗有一息，間斷。「維天之命，於穆不已 J '何嘗間斷。間

斷，造化使死了! 31

聖人之心，直是表里精粗，無不昭徹，方其有所思，都是這衷流出，所謂

德盛仁熟， I從心所欲，不輸安巨 J '莊子所謂「人貌而天」。蓋形骸雖是

人，其實是一塊天理，又焉得而不樂! 32

27 «河南程氏遺書»， «二程集» (北京:中華書局， 1981) ，冊 1 '卷 2 上，頁 22 。

28 «河南程氏經說﹒中庸解»， «二程集»，冊 4 '卷 8 '頁 1158 。

29 «河南程氏文集»， «二手呈集» ，冊 2 '卷 8 '頁 577 。

30 黎靖德編， «朱子語類» (北京:中華書局， 1986)' 卷 115 '頁 2773 。

31 «朱子語類)) ，卷 21 '頁 504 。

32 «朱子語類)) ，卷 31 '頁 7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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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理」、「天地之心」、「天命」這些概念指涉的不當是有限意志的人，而

當是「天」的屬性。然而，朱子卻將「天」與「聖人」結合在一起， r天理」、

「天地之心」、「天命」都成了聖人的屬性。朱子此一論點顯然繼承周敦頤「聖希

天」的命題而來。

如果聖人渾是「天理J '則天理從何而來?何以只有聖人才可以體現天理?

朱子對這個問題的解釋比較複雜，但我們前面所說的理學人觀預設的「生成則偏

離，返源即成性」的論點，朱子依舊繼承下來。朱子認為人天生下來，即秉有與

太極同等之善性。但人也是一生下來，即有氣秉，氣秉陰陽清濁，人即有各種氣

性。而人的意識之成長，同時也就是帶離主體遠離家鄉之旅程。因此，學者必須

下工夫，才可「復其初J 0 33 r復其初」是朱子一再言及的概念，這個概念的基

礎是建立在天道性命、逆覺返源這類的概念之基礎上的。

朱子的聖人觀比起前賢，無疑複雜多了。理論上講，朱子既然已提到人性結

構中的「陰陽五行」之因素，也提到「參中和」的心氣聯結之問題，他應當可以

開展出更複雜的人觀以及更具理論內涵的聖人圖像。但由於他所說的完美人格之

聖人仍是成德的概念，道德吞沒了一切，所以其聖人的結構終究不脫「天道性命」

說的一個子命題。

五、復性之道 主敬與格物

朱子討論為學、工夫等等的文字散見於《文集》、《語類》以及龐雜可畏的

注本當中。但筆者認為最簡要的文字，當是他注解《大學》的《大學章旬》。依

據(大學章句﹒序) ，我們知道朱子人為學者的為學工夫具有如下特色:

一、人性本善，蔽於氣質，所以學者當復其性。

二、小學所學乃具體的禮儀規範以及文化內涵。

三、大學所學，則是「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

朱子劃分小學與大學的標準，大致用「然」或「所以然」作個劃分。「然」

是器，是形而下， r所以然」是道，是形而上。但這兩者又不可割離，換言之，

33 參見(大學章句﹒序> '越順孫萃， «大學學疏»， «四書著手疏» (台北:新興書局， 1972) ，頁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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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欲窮究形而上之道，他必須先透過形而下的事事物物，窮之盡之，最後才可

以「復性 J 0 I復性」在《大學章旬》中的地位，正如 11固體性」在榮格思想中

的地位一樣，兩者都被擺在工夫論的終點。

東方的大宗教或哲學傳統，幾乎都會提出類似「復性」這樣的主張，這種傾

向在印度特別明顯，但在中國的道家、道教或儒家的某些學派，情況依然如此。

朱子有這種主張，但主張的內容非常不一樣。東方宗教講的「復性J '大體是站

在意識哲學的立場，主張:學者透過意識轉化或者意識還滅的方法，回復到原本

清靜的心體。朱子反對這種純粹內在的實踐，他認為這種與世間價值隔絕的實踐

方式只會帶來世界的虛無，世界的虛無同時也就意昧著實踐主體之空洞，毫無文

化內涵可言。

朱子論主體 世界一道的關係，最重要的一段文字當是《大學》的〈格物

補傳卜朱子說道:

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孟窮之，以求至

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裡精粗無不到，

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

文中，朱子明白說出:學者為學目的乃是要證成「眾物之表裡精粗無不到，

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筆者認為就此境界而言，這當是復性之境。但朱子

強調:要達到此一終點，學者不能抄近路、走捷徑，他必須雞零狗碎，今日格一

物，明日又格一物。今日格物格一分，明日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再格幾分。如

此艱苦纏鬥，終有一天(永遠無法事先揣測到的某一天) ，萬物的「表裡精粗」

完全可以體會，同時，吾心的「全體大用」也可以完全朗現。事物的終極結構與

吾心的終極結構之間，有著驚人的一致性。

問題在於什麼是「表裡精組J '?什麼又是「全體大用 J '?朱子注解古籍精審

嚴格，他這種態度是相當有名的;大家也知道他對於《大學》一書，尤其注意;

至於《大學﹒格物補傳》一段，更可說是他一生學問匯聚所致。朱子對「物」與

「心」所下的斷語，不可能沒有嚴格的意義。「全體大用」無疑出自「體用」這

組重要的哲學概念，朱子認為心有體用，他說: I心有體用，未發之前是心之

體，已發之際乃心之用。 J 34 I以心之德而專言之，貝IJ未發是體，已發是用。以

愛之理而偏言之，貝IJ仁便是體，側隱是用。 J 35

34 «朱子語類» ，卷 5 '頁 7 。

35 同上，卷20 '頁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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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專就「心」的概念立論，心尚未發作流行以前，至靜至靈，涵攝萬

理，這是體。一有意、氣、機、神之動，則是用。第二條則就「心之德」與「愛

之理」分別言之，分別論「體用」的不同意義。筆者認為:朱子這兩種「體用」

的意思雖不同，但其條理卻未嘗不清楚。簡單的說，朱子認定「心統性情」之說

是儒門義理的大綱領，是張載對儒門最大的一項貢獻。但「心統性情」的「心統

性」與「心統情」兩者的意義不一樣， I心統情」是同質性的，心流為情，或心

流為意，其流乃是全體分化為部分的「流 J '流行的過程只有能量的分化而沒有

質變的問題。但「心統性」卻不是同質性的「統 J '而是異質性的「具備、朗現」

之意。因為理無造作，它必須要心呈顯出來，才有著落處。但性(理)需要心，

心也需要性(理) ，因為性(理)是存在與規範的原理，性也可以說是「統」心

的。就存有論的結構分析，我們可以說:心原本具有一體多相的太極(其體用是

太極，但太極又落於散殊之氣，理氣結合後，具有散殊之理之體段)。但因為

「氣質」所蔽，人不復記得他自家原有的財富，他必須經過長期的格物過程後，

才能重拾舊業，最後赫然發現:這些往外尋得的東西原來就是自家固有的家當。

朱子的「全體大用」指的正是此心體現太極一一而且是在萬理中體現的太極，它

類似華巖宗所謂的理事無礙，事事無礙境界。學者最後要達成的，正是一種全體

與部分、普遍與特殊同時其備的人格境界。

「全體大用」既明，它的 counterpart 的「表裡精粗」之意亦不難明了。「表

裡精組」絕不會用來指涉萬物的物理性質，它另有所指。朱子說:

表者，人物之所共者;裡者，吾心之所獨得。表者去。父是子孝，雖九夷八

蠻出這道理不得;裡者乃是至隱至微至親至切處。 36

「表裡精粗」是狀詞，它沒有固定不變的意涵。表者、組者可用來指涉「人

之所共者 J ;精者、裡者也同時可用來指涉「吾心之所獨得、至隱至微至親至切

處」、等等。朱子為什麼用「表裡精租」形容眾物呢?顯然，他別有說。

事情還是回歸朱子最基本的關懷，朱子最反對禪宗或象山之學，在他看來，

陸學與佛學不管有多少差異，但他們既然都強調一種「不由窮理，直契本心」的

方法，他們的差異性就不那麼重要，他們都是實質上的佛教型態。朱子認為學者

對世界肯定，這是最重要的前提。但肯定不能只是以「本心貫穿」、「先立其大」

這樣的語言帶過，朱子強調:世上的事事物物、大大小小都有理，這些理同時具

36 «大學集疏» ，前揭書，頁 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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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相與異相。只知同相，不知異相，結果是什麼事都不能處理，對事物之所以為

事物之「真體條件 J '他也就矇然無知。只知異相，不知同相，這樣的學者即淪

於世間之學，忘了存在的根源。他們再也見不到事物以及任何「知」都還有向上

一機，亦即他們不了解「太極永遠是氣化中的太極 J '千江有水千江月，這個意

象是朱子的最愛。

所以就形式而言，我們知道「表裡精組」指涉的是:太極與真體事物的真體

關係，因為所有的理「根源上」都是同一個理，所以學者格物至極，原則上可以

豁然貫通，全體朗現。問題是為什麼求理之「能然」、「當然」、「所以然 J '

這樣的心態可以導致豁然貫通?科學家日夜我改吃吃，他可以覺悟太極流行嗎?

如果說朱子強調的理不是認知性的理，而是道德之理，所以才可一旦貫通。 37但

我們的問題依舊存在，為什麼格道德之理，就可以豁然貫通呢?先別說朱子的道

德之理與認知之理在「存有論的根源意義上J '本來就無從分別，即使可以分

別，道德之理到底有什麼其體的條件可以促使學者的意識徹底翻轉，下學上達，

通而為一?

形式條件的「太極普現萬理，萬理同為太極」當然是重要的，它構成「內外

相合，萬物一體」的存有論條件。但論「豁然貫通J '這樣的語言當落在主體上

講，主體只有在它的存在樣態改變之後，才有類似頓悟這樣的境界發生。沒有主

體的突破，貫通就不可解。東方思想在這方面累積了無數的經驗，無數第一流的

人物在這方面做過深刻的反省。毫無問題的， I主體轉換」是惟一的途徑。當

然， I主體轉換」可以有多種的途徑，但我們都知道:主體如果沒有集中意志，

自我凝聚，蓄足足以衝破有限意識的能量，它即無法九轉丹成，更上高階。釋、

道皆然，儒學亦不能例外。儒學提供這種凝聚意志、集中能量的工夫，就是程頤

一再言及的「主敬J '這也是朱子一再提撕的重點。

朱子一再提撕，但學者不太注意「敬」與「豁然貫通」的關{系，主要是這兩

個概念的主要脈絡不一樣。前者是泛論一般工夫的用語，後者則置於「格物窮理」

項目下的一個子概念，而且此子概念是(格物補傳〉的收尾，學者很容易忽視從

「格物窮理」到「豁然貫通」間可能有些隱微甚或缺失的環節。朱子這個道理其

實很清楚，他論為學工夫，從來不是單提「格物致知」。我們都知道程頤「涵養

需用敬，進學在致知」一聯被朱子視為工夫論的法語，兩者是不可偏廢的，所以

說:

37 金春峰先生有此說法，參見〈格物致知說)， «朱熹哲學思想» (台北:采大圖書公司， 19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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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敬窮理二者不可偏廢，有所偏廢，貝 H意孤而無所利矣! 38

朱子之言，類似引文所說者極多，主敬與窮理並重，這可視為千年來程朱之

學的共法，這也是程朱大不同於佛老及陸王的一項主要分判的依據。

兩者並言，難分軒輕。但論根本、徹底，主敬更為基本，朱子說: r主敬窮

理雖二端，其實一本。 J 39 又說: r持敬是窮理之本，窮得理明，又是養心之

助。」 40再說: r持敬觀理，如病人相似。自將息固是好，也要討些藥來服。」 41

持敬為什麼是窮理之本?因為敬是「收斂來」、「主一」、「隨事專一」、

「常惺惺J ' 42換言之，它是心體自我內斂的工夫。心學作工夫，一定強調搏獅用

全力，搏兔也用全力，因為所有心學的工夫其途固然千錯萬差，但終點總是要達

到主體的異質性跳躍，直證本來面目。程朱亦然，他們窮理的目的，不是為了所

謂客觀的事物。他們所窮的理，永遠有不可見的向上一機之性理向度，以及窮此

理的「主體意識」之工夫論向度。學者窮理，這種行動背後一定非得預設著一種

全力以赴、心在物上的行為模式不可。換言之， r格物」的工夫同時就得預設著

「主敬」的工夫，所有「窮理」的活動都是「主敬」工夫的一種「次類型」或

「亞種」。我們不要忘了朱子怎麼說的:

二先生所論敬字，須該貫動靜看乃得。的

所論主一主事之不同，恐亦未然。主一只是專一。無事則湛然安靜而不驚

於動。有事則隨事應變而不及乎他。是所謂主事者，乃所以為主一者也。抖

「主事」所指當然不一定是「格物J '但兩者基本上重疊，朱子的「物」亦有

「行為物」之意。「主事者，乃所以為主一者也J '換句話說，也就是「持敬是窮

38 «朱文公文集» (台北: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本) ，卷四十一， <答馮作肅) ，頁 685 。

"同上，卷 9 '頁 3 。

40 同上，卷 9 '頁 3 。

41 同上，卷 9 '頁 3 。

42 朱子的「主教」理論及文獻，錢穆， «朱子新學案》冊二(台北:三氏書局， 1982) 第廿七節

所論所引，頗使參考。

的《文集») ，卷的， <答廖子晦) ，頁 774 。

44 «文集» ，卷 47' <答呂子約) ，頁 8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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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之本」。

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為什麼後來會豁然貫通?我們現在可以確定:

「主敬」工夫是心靈轉換這種能量的來源。所以朱子整體大人之學是建立在下面

這個基礎上的:

(→太極既一且多，或說一理多相，這使得萬事萬物都享有相即自在、共體

互入的結構。

(二)學者必然會有「氣質之偏 J '他必須細碎的格物，知其然，窮其所以

然，四面觀照，多方體證，最後了解「太極之總相以及太極曲曲折折的

表現相」。這個曲折的過程不可越過，它與終極的目標有機的聯在一

起。

(司學者最終可體證「復性」之境，此境需要「豁然貫通」這種剎那的突破

為其前導。我們如單就這種突破的境界考量，動能不是來自現象學意義

的格物窮理，而是來自「主敬」的工夫。

(吋終極復性的境界， r吾心」與「萬理」有種一致性的結構，更嚴格講，

乃是吾心重拾他先驗具有的「萬理 J 0 r格物窮理」可以說是學者「重

返家園」、「重拾舊家當」、「重回本地風光」的故事。復性之人即是大

人，聖人、與天同極之人。

六、大跨弧的比較

朱子和榮格時間相去七百年，空間相距數千里，學問又看不出有什麼傳承的

痕跡，如果就影響研究之比較而言，兩者實在沒有什麼好比較的。但如果就「學

說受納史」的觀點來看的話，兩者的比較也許比榮格與道、佛的比較還要來的有

意義，因為透過在東方佔主要詮釋力量的朱子學之過濾或對勘，我們比較容易評

估榮格思想的特色與限制。

朱子和榮格對於人的理解有一共同的特色，此即他們都設定一種「原初的圓

滿之人J '這樣的「原初」不是時間意義的，而是一種形上或準形上的提法。朱

子學間的起點即設定人原有「心體流行」的「道心J '這樣的「道心」乃是人的

「本心J '只因人欲橫流，所以人就偏離了原來的自己，為學的目的，就是要回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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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這樣的原初的自我。榮格當然不會接受「形而上學的我」這樣的提法，他毋寧

認為他說的「本我」是個經驗的事實，只是這個經驗的事實要放在千百萬年的生

物演變之歷程才能看的清楚，但人大概沒有掌握這個「全程」的能力，所以「本

我」這樣的原型概念只好視為不可企及的，類似康德所說的「超越的對象 XJ 。

這種「原初的我」是理念的始點，但卻是實踐的終點。就現實面而言，每個

人一生下來即是脫離其原始和諧的開始，而且通常是越成長，其距離越遠。就實

踐面而言，朱子與榮格兩者至少在某個意義上講，都是向這種原初之我的回歸。

如果論者不嫌「格義」之說的話，我們不妨說:朱子和榮格的人格完美理念其實

都是廣義的「復性」類型。但由於兩人所說的門生」不是圍於一世的經驗論之用

法，而是一種心性形上學或準心性形上學的概念，所以這樣的「復」在實際的操

作上，卻不是退後式的、逆返式的，最明顯的對照，乃是他們的「復」不是佛洛

伊德那種追溯至嬰兒或兒童時期的挫折經驗。相反的，這種「復」在實際操作上

卻是一種「目的性」的運作，只是這樣的「目的性」毋寧是種內在型而非外在型

的目的。所以兩人在理念上的「復性 J '實際效果上卻是「成性 J ;在理念上是

逆返的軌道，在實際運作上卻是向目的之開展。總而言之，他們的復性不是化約

論的，而是一種內在目的論的命題。

退後即前進，回歸即開展。但雖然同樣是「目的性」的「復性 J '他們兩個

人所認定的人的能力所及仍有差異，因此，終點的目標並不一致。榮格的「本我」

在存有的位階上比朱子的「本心」的位階低，前者混和了生物學與形上學的成

分，朱子的「本心」卻是「心理合一」的準形上之本心。然而，就學者所能完成

的目標而言，朱子卻設定學者只要透過長期窮理與主敬的工夫，他原則上可完全

再與這樣的本心合而為一。榮格在這方面的信心顯然弱多了，他的「本我」只能

是無限拉長的目標，因此，學者也只能無限拉長的往它趨近。但不管再怎麼趨

近，終究無法完全復合。

朱子和榮格在討論如何成為一位完整的人方面，也就是在「實踐的工夫」方

面，也有可以相互輝映之處。就實踐這個面相而言，朱子和榮格都不像西方主智

傳統的哲學家，兩人反而都可以被視為靈魂的治療者。朱子所開出的治療藥方即

是「主敬 J '這樣的藥方是帖自力救濟的王道之藥，它溫和、無毒、久服可通先

後天境界。榮格開出的藥方不像朱子那般「自律 J '的我認為他主要提供的是能

站在現代新儒。家的自其中，朱子往往被視為他律道德的典型代表，但自律他律之別主要看因何標準

而定。相對於絕大部分的精神醫學或心理分析所用者，理學家沒有一位可被劃歸為他律道德、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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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的想像，但也兼用精神分析學看家本領的夢之解析等等。因為夢容易自動的攤

展開無意識深層的內容，而能動的想像更是透過主動的幻構力，它可讓無意識底

層的內容在如夢似幻的層次中出現。主敬與主動一被動的無意識內容之解析，這

兩者雖然同樣是要切進無意識的深淵。但我們可以看出朱子用的是漸進式的、身

心全體不斷精微化的方式以切進之，榮格使用的則是一種召喚，一種凝視。

朱子與榮格儘管在理想人格及工夫上頗可相互參照，但在更根源的意識上，

我們不妨說兩人所同不勝其所異。最大的差別當然是朱子成人理論背後預設了一

種天道性命相通或相融的天人之學，朱子的終極世界不是不可知的，也不是不可

進入的，任何人只要達到「天理流行」的境界，他就進入全體宇宙最深的秘密

(所謂眾物之表裡精組無不到) ，也進入形上或準形上的境界。這樣的層次永遠無

法兌現在榮格的思想中，榮格雖然設定了比佛洛依德深而廣的集體無意識領域，

但由於集體無意識層是生物學意義的時間之長期積澱所至，因此，它永遠不可能

有躍出時間範圍之外的、直入先天境界的情況產生。

在工夫論上，我們看到朱子與榮格也有相當的不同。首先，朱子的「主敬」

是在身心氣上內斂調適，因此，這種工夫原則上即有變化氣質、改變人格型態的

因素在內。榮格不管是分析夢，或是以能動的想像洞見無意識的內容，他的這些

方法基本上都是一種「識心」而不是「轉化」的功能。而朱子對「識心」一辭，

卻一向反感極深，他不認為「心」可以成為被凝視的對象。「以心識心」在概念

上講不通，在實際操作上更易引發身心疾病。 46榮格自然知道探討無意識需要冒

風險，可是作為精神醫師，他卻強烈主張:認識即可了解，成為對象即可成達成

最原始階段的整合。

在意識層的工夫上面，朱子比榮格更強調「理智一外在世界」的意義。榮格

雖然也主張完整的本我包括意識與無意識的整合，人性中原本俱備整合兩界的

「超越的功能」。但榮格定位「意識」的功能時，一直帶有很強烈的心理醫師的色

彩，一直強調它與無意識層面的對位角色。相對的，朱子的意識層所重之「格物

窮理」的活動，卻是在「意識」與「世界」間取得平衡。任何的認知活動都是人

格內部的自我完成，但同時也是客體世界的重新認識，而且更是涵攝主客兩面一

種更高的人性之恢復。

朱子與榮格兩人的工夫論之差異，基本上和他們人性論的差異是同時而來

46 關於朱子對「誠心說」的批評，參見拙作< ~i命「觀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 J>' «中國文哲研究通

訊» '第 15 卷第 3 期，頁 33-6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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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這兩種真理觀的對映。就東方「工夫論」一詞嚴格的意義而論，一種不能使

身心狀態轉化至可以體現宇宙性或道性因素在其中的學間，其實不適合稱作工夫

論。但就榮格而言， r原型」原本就是經驗事實，透過能動的想像，原型的無明

之力可減殺，意識的轄區可擴增，人格的動力可增廣，這樣的結果毋寧才是原型

心理學追求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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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vidualization" and "Recovery"一

The Encounter between Jung and Zhu Xi
nbuRobnay

Abstract

Carl Gustav Jung was interested in the oriental thought, however, he mentioned

Zhu Xi rarely. Based on the respect of the reception history of alien thought, this article

tries to compare the two of them. This article suggests that in the position of

philosophy of consciousness , both Zhu Xi and Jung claimed only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personality A" and “personality B" could accomplish the perfect personality.

Because of insisting the Confucian earthly moralitism, Zhu Xi emphasized the ultimate

subject “Tai Chi" and “ investing things and getting knowledge (Gewu Qiongli)" which

contains the meaning of ontology and personal cultivation; but these valuable points

were absent in Jung's theory. On the other hand, as for the images of “ archetype" upon

which Jung put considerable emphasis , we can't find the counte叩art in Zhu Xi's

thought, either. By the comparison of the two , this article tries to give Jung a fitting

position in the spectrum of Chinese philosophy.

Keywords: Jung, Zhu Xi , individuation, recovery of the selfhood, Mand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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