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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治疗的观点看《周易》
——以《周易》所涵的哲学治疗可能性为中心
韩国岭南大学哲学系郑炳硕

虽然过去也有很多研究者对“哲学谘商”或“哲

生。如果说患病的原因与病人的个性、价值观和伦

学治疗”感兴趣而开始研究是不争的事实，不过把

理等相关的话，去找精神科医生，按照精神病来诊断

“哲学治疗”作为独立的分支学科，从学术上对它加

并服用药物的话，对疾病治疗将没有任何帮助一通

以研究的情况并不多见。哲学治疗的第一步首先应

过药物等自然科学的态度绝不能治疗此类疾病

是对人的理解和诠释。这种治疗的关键绝不是依靠

此看来，人类所患的疾病不能简单地只划分为肉体

外部介入的某种药物或疗法的方式，而是对接受治

的和精神的两种。为了治疗与病人的私人价值观或

疗者所处状况的本质给予主体的、能动的理解，同时

世界观相关的疾病，需要除了自然科学类的医学或

使其把握自身的本质。这种诠释活动就是哲学治

者神经科学维度之外的哲学治疗。即不是按照说明

疗。①这种治疗活动不仅能够帮助接受治疗者解决

方式的自然科学态度，而是依据理解方式的人文学

现在的难题，而且还可以帮助通过同样的方式解决

态度。②根据这种观点，人类所患的除了“肉体的疾

以后出现的类似问题。

病”、“精神的疾病”之外，还可以有“哲学的疾病”之

本文将通过作为儒家最早经典之一的《周易》

如

分。③

来探讨哲学治疗的功能以及含意的可能性。笔者认

通过哲学来治疗痛苦的哲学治疗，不像心理治

为，《周易》作为形成多种诠释方式的经典能否具有

疗或精神科治疗那样侧重于把所有人“疾病化”．而

哲学治疗功能以及思维视域的问题是一个值得充分

是把关注点放在为了正常人的治疗法上、简而言

探讨的主题。

之，哲学治疗或哲学谘商与其说是技术，倒不如说是

一、哲学治疗与自疗

从对人的理解开始的。④一般来说，治疗（ｔｈｅｒａｔ０’）

一般来说，疾病主要分为肉体和精神两种类型。

是一种使存有状态由不好转变为好，由病态转变为

肉体的疾病主要是指诸如喉头炎、头痛或者癌症等

健康的照料。治疗只应当用于先前的存有状态为恶

身体症状明显地表现出来的疾病；精神的疾病则是

的状态，治疗的效果是接受治疗者离开先前的存有

指属于精神神经类的忧郁症、偏：执症或精神分裂症

状态，而进入接受治疗者想象为好的状态，或恢复至

等疾病。然而，疾病并不都是因肉体或精神而引起。

原来先前非恶的状态，以先前为善的状态，我们称之

除了肉体和精神的原因之外，病人所持的价值观、个

为健康。⑤哲学治疗关注的最重要核心在于．首先

性和世界观等非常私人的因素也会导致疾病的产

在“理解自己所处状况的本质”之后，“省察自己”、

①从根本上说，类似忧郁症、恐怖症、强迫症、不安症和精神分裂症的神经精神科的疾病不属于哲学之
病的范畴。但是，在治疗神经精神科的疾病时，可以适用治疗哲学之病的方法，反过来也可以成立。实际上，

哲学之病和精神之病存在很难严格区分的情况是事实。金荣珍：《对哲学之病的诊断和处方一临床哲
学》，首尔：哲学与现实社，２００４年，第３７页。，
②为了克服传统的精神治疗和心理治疗的自然主义接近方式的限度，多样的人文学对策被揭示出来
例如，音乐治疗、电影治疗、美术：冶疗、哲学治疗和舞蹈治疗等。

③金荣珍：《对哲学之病的诊断和处方——临床哲学》，第１１页。
④Ｌｏｕ Ｍａｒｉｎｏｆｆ，Ｐｌａｔｏ

ｎｏｔ

Ｐｒｏｚａｃ，Ｎｅｗ Ｙｏｒｋ，Ｈａｒｐｅｒ

Ｐｅｒｅｎｎｉａｌ，１９９９年，第３４—３６页。

⑤参阅彭文林，《苏格拉底式的治疗与尼采式的治疗》，载《应用哲学与文化治疗》，中坜：国立中央大
学文学院哲学研究所，１９９７年，第１０１—１０２页。
．．．——３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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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能够找到答案”。换句话说，哲学治疗的核心

的省察。这就是所谓通过对自己的省察重建自己。

是使接受治疗者能在哲学上处于自给自足的状态，

《周易》正是起到了通过这种自我省察达到重建自

就像每当需要的时候，能够从自己内部自然地拿出

÷；己的作用。：由此可见，《周易》可以被非常有效地运

来使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治疗不是某种外部

用于哲学治疗。

力量的介入，而是使其自己内部蕴藏的力量能够被

德国著名的心理分析学者荣格（Ｃ．Ｇ．Ｊｕｎｇ，

运用。这就是所谓的自疗或自我治疗。所谓自疗或

１８７５．一１９６１）早在理查德·尉礼贤（ＲｉｃｈａｒｄＷｉｌ—

自我治疗是指接受治疗者自认为自己处于不健康的

ｈｅｌｍ）《周易》德文翻译版的序言里，就对《周易》所

存有状态，或者从事治疗者判定接受治疗者处于不

具有的“谘商”、“治疗”等观点有所涉及。这大概是

健康的存有状态，因而共同从事治疗行为；或者，接

对《周易》具有的哲学治疗或哲学谘商可能性的最

受治疗者与从事治疗者可为同一人，这可以称为自

早的正式论述。到了现代，更正式地分析《周易》所

我治疗。①即这里所说的“自疗”意味着“像镜子一

具有的哲学治疗作用观点的书是马瑞诺夫（Ｌｏｕ

样照射人内心的作用”或“找出内心的答案”②进行

Ｍａｒｉｎｏｆｆ）所写的“Ｐｌａｔｏ．ｎｏｔ Ｐｒｏｚａｃ”。在该书里，马瑞

自我治疗。

诺夫多次以《周易》为例说明哲学治疗的问题，甚至

通过自己反省的考察方式自己治疗自己、重建

以“通过《周易》谘商”③为题添ａｎｔ附录。

自我的过程，不是要求立足于说明方式的自然科学

二、《周易》的诠释空间

态度，而是要求立足于诠释学理解方式的人文学态

对经典的现代诠释意味着不是单纯地止于诠释

度。这意味着不是通过医生的药物治疗，而是通过

原义，而是给旧文本注入新意义的过程。这是从其

自己的反省把握疾病的原因所在，并找出相应的治

他角度或视域对旧文本具有的诠释空间进行扩展的

疗法。从这个角度上说，相当于医生的哲学家或相

过程，而绝不意味着与旧文本无任何连接性的任意

当于医书的哲学书籍的职能绝不是单方面的指示或

主张。换句话说，意味着要以现在的状况与传统的

介入疗法，而只是起到引领或引导（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ｖｅ）的作

旧文本合一与连接为前提。在这个角度上，可以说

用而已。所谓“引导治疗”是指通过没有被对象化

《周易》的诠释可能性和空间是无限的。

的治疗，更强调主体参与的一种自疗方法。在引导

众所周知，对于《周易》是通过卦爻象的符号系

接受治疗者找出多种形式疗法的过程中，重要的是

统和与此相关的卦爻辞传达意义的特殊形式，理解

接受治疗者自己的自觉和意志。因此，在哲学治疗

起来是不容易的。易象的这种与其他经典明显区别

的几个阶段里，最首要的是确立接受治疗者自己的

的特殊形式导致了后代多样化的诠释方式。在此我

自觉和意志，然后从方法上首先诊断疾病的原因或

们可以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如何使作为占筮记

根源所在，之后根据症状从哲学经典里找出适合的

录的《易经》发展为具有一定深度和高层次的哲学

处方进行治疗。如果从哲学治疗的角度来看的话，

体系的书，或者说《周易》的何种因素使哲学性《易

可以说《周易》是比其他经典都更具有哲学治疗可

传》的出现成为可能的问题。此问题不是单纯地就

能性的古典。通常《周易》被西方语言翻译成“变化

作为占筮记录的《易经》里具有一定深度和高层次

的书（Ｂｏｏｋ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ｓ）”，其原因在于万事万物都处

哲学体系的《易传》出现的历史变迁过程提出问题。

在变化中，生存于其中的我自己也处在变化中。在

更重要的是，它不仅想说明《易经》如何变身或被创

生命的整个过程中，我们期待处于不变的状态是非

造性地诠释为《易传》，而且还想说明后代的易学史

常难的。因此，为了适应各自变化所带来的新的情

或哲学史能够对《易经》进行多样的哲学和文化诠

况，需要理解变化的本性和为适应变化而做出努力。

释的内在原因或本质根据是什么的问题。从这样的

在这里，比对外部变化进行考察更重要的是对自己

问题意识来看，使占卦的《周易》可以具有深奥的哲

①参阅彭文林，《苏格拉底式的治疗与尼采式的治疗》，载《应用哲学与文化治疗》，第１０１—１０２页。
②Ｌｏｕ Ｍａｒｉｎｏｆｆ，Ｐｌａｔｏ

ｎｏｔ

Ｐｒｏｚａｃ，第１００页。‘

马瑞诺夫在“Ｐｌａｔｏ

ｎｏｔ

Ｐｒｏｚａｃ”第五个附录中，用４页篇幅收录了标题为“Ｃｏｎｓｕｌｔｉｎｇ

③

容。
．－－——３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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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体系和使多样的文化诠释成为可能的内在原因或

辞只是止于单纯地记录神灵启示或史料保存的层面

本质根据，就可以从以象征符号系统为基础的象思

上，而不是发挥某种创造性的功能或作用。与卜辞

维和取象的哲学诠释里找到答案∥

不同的是，《周易》的筮辞把这些片段的记录以辞典

《周易》与其他书相区别的最明显特征也可以

方式进行了编纂整理。这就是６４卦形式体系。通

从运用“一一”和“一”的３８４爻和６４卦组成的卦爻

过这种人为的编纂，《周易》的象征系统不再止于单

象符号系统和依附在卦爻下面的卦爻辞，以及初、

纯地只依据神灵启示而问占的阶段，而是通过运用

上、九和六等构成的爻题等独特的象征符号系统的

卦爻象体现的关系和象征，在哲学和文化层面上可

结合方式中找到答案。这种象征符号系统对没有

以进行主体性的、创造性的诠释作用。

《周易》相关基础知识的普通人来讲可谓是难以逾

现在的通行本《周易》决不再适合于占卦。在

越的障碍。使普通人很难理解的以卦爻象符号为中

相当部分的功能上，占的层面褪色。更强调道德修身

心的象征系统，造成了《周易》是只有具备特殊能力

或悟认的形而上学内容的部分。即使《周易》里仍

的人才有可能理解的、既难鳃又神秘的书的错误印

然保留着占的形式，但已经不再发挥占的主动功能

象。在此，象征系统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是不争的事

或作用，而是转换为一种具有自觉的、修身的、自我

实。为理解《周易》经典所讲的内容和所具有的·陛

反省的人文主义性质的书。由此可见，我们有必要

质，对以这种卦爻符号为基础的象思维和认识系统

从学术层面或现实立场上研究《周易》的发生起源

的理解是必需的。这种象征系统就是《周易》的文

和其哲学诠释方式的进化问题。

本与核心∽没有这种对文本的彻底理解，哲学诠释

三、作为治疗语言的《周易》象征系统

或任何诠释都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作为文本的卦

《周易》象征系统所具有的意义传达体系与其

爻系统象征功能的话，就不会给后代留下创造性的、

他书是明显不同的。《周易》绝不是以传递某种客

哲学的和文化的诠释空间。由此还可以充分理解为

观的知识或信息为目的。如果《周易》像其他一般

什么属于古代古筮内容的《易经》部分并没有随着

书籍一样，以传递固定的客观知识或信息为焦点的

历史的发展而消失，而仍然能够在创造性的诠释上

话，就不会出现所谓“百人百易”的说法了。由于所

扮演着源泉或材料的角色而坚强地保存的事实。

持观点或角度的不同，《周易》的性质也会有所不

因为《周易》被长久地作为占卦书而使用，所以

同，这是因为为《周易》所具有的独特的象征语言系

完全脱离对占筮过程的认识而探讨《周易》的思维

统里可以放入任意内容或事件的缘故。②作为《周

方式是不可能的。，这是由于《周易》象所具有的独

易》文本的卦爻象可以说是不管什么内容或事件都

特性质是根据筮占的特殊占法的缘故。在这里，不

可以放入的普遍模型或变项（ｖａｒｉａｂｌｅ）。虽然《周

是单纯地根据人类神秘的直觉，而是根据通过数学

易》的６４卦和３８４爻在数量上是有限的，不过由于

的配列和规则来诠释的特殊占法。《周易》占法的

概括了天地万物的所有道理，因此可以说是普遍的

基本体系不再是单纯的自然现象或超越存在的启

模型。另外，卦爻辞所说的象征语言也可以代替所

示，而是经过理性的人为加工和整理之后出现的，与

有事态和事件而进行引申。因此，《系辞传》说“引

利用龟甲的卜辞具有明显的差异ｑ对此，余敦康进

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所有卦不

行了非常有意义的分析。“《周易》筮辞也和卜筮不

只是代表固定的某种内容或事态，而是代表一类。

同，ｉ它不是单纯为史料保存的占·｛＿、记录，而是为后来

具有某种类功能属性的事物都可以放人与之相应的

的占筮提供参考和推论的依据。因此，它在认识过

卦之中。例如，如果说乾卦表现健属性，坤卦表现顺

程中积极地发挥作用，有着从已知推出未知的创造

属性的话，那么由于马的性格是刚健，牛的性格是

性的功能。…：…筮辞是认识进一步发展的中介和前

顺，所以可以把马放人乾卦，把牛放入坤卦。在《易

提，卜筮只不过是原有的思维模式的简单的重复。

传》里，不仅是马，而且天道、夫道、君道都具有刚健

它们在认识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相同的。”①即卜

的性质，所以都可以代表乾卦，而地、妻、臣则都可以

①余敦康：《从易经到易传》，载《中国哲学论集》，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３８６—３８７页。

②这里户片说的象征语言系统是指《周易》的卦爻和卦爻辞。
·－－－——３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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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坤卦。因此，《系辞传》里“其称名也小，其取类

的，而是间接的。这里所谓间接的，是指作者不是直

也大，其旨远”的意思是，尽管卦名、卦辞和爻辞是

接传达意义，而是为了使读者能够通过自己主体的

具体的指称，但由于它们作为普遍模型具有类比功

唤起和引发来掌握意义而进行怂恿或引导。一般情

能，所以可以充分引申为具有多种多样同类属性的

况下，说某件事的时候，有三种句法。即“以言成

事物或事态。正由于卦爻象具有概括性的形式，所

事，有三种句法：履行句法（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以不特指某种固定的事物或事态。因此，《系辞传》

里，‘说’即‘做’，这是奥斯丁（Ｊｏｈｎ Ａｕｓｔｉｎ＞所发现

说“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理应

的；如法律的契约之‘言’，即是契约之‘行’。命令

发挥具有普遍意义的模型作用。

句法（ｐｒ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里，直接的命令明示具

尽管《周易》的６４卦和３８４爻概括了天地万物

体的步骤，使听者依令履行；在此，‘说’即‘操纵使

所有的道理而被称为普遍的模型，但并不意味着可

人做’。在唤起的句法（ｅｖｏｃａｔｉｖｅ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里，

以概括所有的法则或原理（例如，科学技术或社会

‘说’即‘怂恿使行’。卮言是以暗讽反语而使行的

科学的客观法则或原理），并提供解决现实所有问

唤起词法，这是摩洛庞地（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的所谓

题的法则或信息。《周易》的象征语言所具有的最

‘间接言语’（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也是喀开克（瞄·

有意义的功能在于，解决我们在现实中面临的人生

ｅｒｋｅｇａａｒｄ）的所谓‘间接传达’（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问题或困难的人文主义诠释。把《周易》看成是包

ｔｉｏｎ）。”①上述引文中所说的“唤起的句法”是在说

含着顺利解决所有问题的原理一样的万事亨通神书

明庄子的卮言里出现的。特别是在唤起的意义传达

的观点，不仅忽视了《周易》象征世界里独特的传达

方式层面上，《庄子》的卮言和《周易》的象征语言具

意义方式所具有的真正价值，而且不了解《周易》不

有类似的共同点，这正是指中心在于读者自省自得

断进化发展和诠释的历史。当然，与《周易》产生有

的间接传达上０在意义唤起的间接传达过程中，没

密切关系的龟卜试图通过龟甲体现的兆象得到对有

有著者权威在指导，所以读者可以随己所欲去探究

疑问的事或不可知未来的信息和预言，这是事实。

体察，自省自得，这就是间接传达的本旨了。②《周

不过，如果到了占筮阶段的话，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

易》象征语言所着重的不在于传递客观知识，而在

很大变化。所谓从鬼谋转换为人谋是指，《周易》越

于读者本身的变化及创造性的思维。此种《周易》

到后代，从信息传达或预言的功能转化到帮助和指

的象征，与其说语言表达（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ｖｅ）的作用，倒不

导占卦者的主体悟认功能就越得到强化。因此，如

如说唤起或引发（ｅｖｏｃａｔｉｖｅ）的作用更强。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

果没有读《周易》者的主体介入或诠释的话，《周易》

《周易》的发生起源同样也不能离开占的问题

的象征系统就不具有其他意义，而只是留下占卜记

而思考。《周易》的占所具有的意义大致是具有治

录而已。在这里，《周易》的作者绝不能依仗权威而

疗的性质。所谓占卦的设问是指对设问者自己的疑

单方面地进行指导。换句话说，《周易》意义体系的

心提供基础性的帮助或资料。因此，在占的行为方

权威从作易者之手转到了读易者的诠释。这并不是

面，重要的是设问者自己的主观判断和反省。就像

说《周易》经典本身干脆就不具有权威或者不具备

《左传》“卜以决疑，不疑何卜？”③和《苟子》“善为易

指导读者的某种哲学内容或结构，而应看成是《周

者不占”④所说的一样，不是所有的都依赖于占卦。

易》的意义传达方式特殊性所导致的结果。在这种

在必须做出选择的情况，或无论谁都无法做出决断

观点上，《周易》作为在现代也有用的、具有意味深

的情况，或该决断除了自身之外，其他无论是谁都没

长价值的、更有权威的经典，反而应该被重新阐释和

有责任的情况，问占就可以起到非常重要的忠言或

评价。

参考资料的作用。不管选择《周易》里出现的哪个

《周易》象征语言的意义传达方式绝不是直接

卦，设问者有意识地留心都是有意义的，可以发现有

①吴光明：《庄子》，台北：东大图书公司，１９８８，第７７页。
孽

吴光明：《庄子》，第７８页。

④《左传·桓公１ １年》
７了

《荀子·大略》，“善为易者不占”。
．－－－——４００．－－－——

第三届世界儒学大会论文集

益的忠言或参考资料。通过被看做《周易》文本的

以在《周易》的象征语言中发现具有相当于哲学治

卦爻象和卦爻辞所提供的忠言或参考资料回顾自

疗涵义的很多资料。

身，可以发现解决自己问题的可能性。事实上，这种

四、作为合理恐惧的忧患和治疗

可能性已经蕴藏在自身的潜意识里，只是通过文本

由于把《周易》看成是“忧患之书”，所以对《周

使之具体化而已。可以说，《周易》就像镜子一样照

易》里出现的人的形象也有用“忧患的存有”来表达

射自身的内心深处，蕴藏于内心的智慧与你的智慧

的。忧患或忧患意识④源于《周易·系辞传》的“作

相互产生共鸣。④

易者，其有忧患乎？”更具体的论述是在《系辞传》

对根据卦爻象与辞来解释的人来说，存在无限

“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

多样解释的可能性。固定的或已经被决定的解释是

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

不可能存在的。因此，人们对相同的卦爻象和辞只

甚大，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

能具有各自不同的诠释。这是由于此处解释卦爻的

道也”。由于《周易》是《周易》作者在患难中所写，

主体所具有的个别情况或意志等实际条件被强烈地

故其言辞里隐含着危机，也因为能处于危难之中，戒

反映和介入的缘故。这种解释的自由开放性表明，

慎恐惧，才能够化险为夷。即强调从头到尾始终要

虽然《周易》起源于占卜，但绝不是只具有讲述人类

具有危机意识和恐惧意识。“其要无咎”讲的是学

宿命论观点的占书性质的书。相反，这本书讲述的

习《周易》的目的在于“无咎”。“无咎”是指使问题

是好好观察自身所处的状况，在其中尽力把握自己

向好的方向转换，包含所谓治疗的涵义。

的命运。这绝不是宿命论的立场，而是强调自己决

《周易》卦爻辞里出现的人们大部分被表现为

定自己命运的“立命”观点。对此，王夫之称为“圣

每时每刻都对所处的困境和痛苦感到苦恼和恐惧。

人作易，俾学圣者引伸尽致，以为修己治人之龟鉴，

这里所说的“所处的困境和痛苦”正是担心和苦恼

非徒为筮者示吉凶，亦可见矣”。②《周易》所要讲

的对象“患”。忧患意识显示出来的根本目的是阐

的，与其说是人类被束缚的命运，还不如说是如何使

明忧患的内容，把危机转化为机遇。即对面临的危

人类能够主体性地发挥“理锯自身所处状况的本

机内容，通过全面探讨和反省加以克服，强调把它转

质”、“使自己省察自己”、“使自己能够找到自己解

换为机遇的功能，这正是忧患意识的终极精神。产

决问题的方法”的作用。马瑞诺夫在《Ｐｌａｔｏ

ｎｏｔ

生忧患的原因在于，只有作为对象的“患”存在，才

Ｐｒｏｚａｃ）＞里用“像镜子一样照射人类内心作用的反省

会有“忧”。作为忧患的“患”正是指“困境”或“痛

的书”和“《周易》只是帮助你找出内心的答案而已”

苦”等所谓危机状况。忧患出现于现实生活中的精

来说明《周易》的这种性质。③可以说，他的这种提

神痛苦或警觉危机之中。通过占设问的人大部分试

法非常恰当地表达了《周易》具有的治疗性质。

图在被日常安全和现实世界疏远的不安和疑惑中寻

在《周易》所含的功能中，非常显著的特征是通

求帮助。因此，如果猛然想起把《周易》看成“忧患

过６４卦给我们提供在生活中反观自己的忠言或冥

之书”的话，也许会认为是记录病痛和痛苦的书。

想资料。这绝不是说某一个卦直接指示具体的某种

此种观点完全忽略了一本《周易》在掌握病痛和痛

行动，而只是指把该卦所说的内容作为参考资料，通

苦的问题根源而加以治疗方面的成功可能性。这种

过反省的类比过程，“理解自身所处状况的本质”、

误解可以说都是从错会忧患概念的真意而引起的。

“使自己省察自己”、“使自己能够找到自己解决问

忧患绝不是指抛弃自己可以做的所有事，害怕

题的方法”等一系列阶段。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可

命运决定的那种自暴自弃的自我否定的精神状态或

①Ｌｏｕ Ｍａｒｉｎｏｆｆ，Ｐｈｔｔｏ
②

ｒｔｏｌ

Ｐｒｏｚａｃ，第３０１页。

王夫之：《船山易学》，《周易内传》卷六，台北：广文书局，１９８１年。

③‰ｕ

Ｍａｒｉｎｏｆｆ，Ｐｌａｔｏ

ｌ＇ｔＯｌ：Ｐｒｏｚａｃ，第１００页ｏ

④忧患意识是徐复观在《周初宗中人文精神的跃动》（载《民主论评》１ｌ卷２ｌ期，１９６０年；１１月，香港）
里首次提出的概念。后来牟宗三先生亦指出，从这个概念里引出了中国哲学重视道德性的倾向。本文所讨
论的忧患是以上述两人的立场为依据的。
一４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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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情，而是指重建自我的、彻底的自我肯定态度。从

能够通过自我反省把握问题。如果他回避自己的人

自我肯定出发，发挥自己最大的能办，克服困难和痛

生问题或拒绝理解的新视域，而用抗不安剂（例如，

苦的能动的、积极的态度。即不是指逃避自己的责

Ｐｒｏｚａｃ之类的药）等药物来减轻自己的不安，或者进

任或把自己的决定权托付给外在的神，而是指自己

行其他选择的话，就会造成他决定过一种不现实的

反省自己、自己纠正自己的主体责任意识，这正是忧

生活，对存在的问题拒绝回答的情况。②今天大部

患的本质。对这种纠正自己责任的恐惧正是忧患。

分人接受对人的自然主义概念的结果是，抗不安剂

目前在学术界，虽然大部分学者一般从道德层面上

和抗忧郁剂成了全世界重要的商品。由于这些药物

关注忧患意识并进行诠释，但是在哲学治疗的观点

根据最精湛的科学原理已经得到验证，所以医生向

上也充分具有讨论的可能性。忧患是指对现在的痛

患者开这类处方。不安和忧郁就像牙痛或关节炎一

苦和困难试图自已治疗和解决，绝不是指像杞人忧

样，被认为是不良的疾病症状。尽可能消除这种不

天或强迫症那样“非合理的恐惧”。可以说，作为对

适的疾病症状成为医生的义务。如果是能够认真接

困难和危险情况所持的自觉反应，是类似于人类主

受诠释学观点的人的话，我们就应该强烈反对这种

体的ｊ能动的临事而惧防御机制的一种合理的恐惧

文化风气。如前所述，诠释学者把不安和忧郁看成

（ｒａｔｉｏｎａｔｆｅａｒ）。①《周易》里所说的忧患是指把握自

是人的基本构成要素。他们认为包括药物治疗和行

己担心和痛苦的问题，自己治疗和解决的一种自觉

为治疗的医学治疗侵犯了患者的人格。

反应或自疗态度ｊ这种《周易》的忧患态度引发的

众所周知，哲学谘商或哲学治疗的理论家和实

是培养自我管理能力，这与包括哲学谘商在内的哲

践家的多数意见是，哲学治疗师反而是被动的指导

学治疗在基本方向上是一脉相通的。特别是作为忧

者，可以帮助当事人（不是指病人，而是指ｃｏｕｎｓｅｌｅｅ

患意识具有的自觉反应，人之主体的、能动的临事而

或ｃｌｉｅｎｔ）苏格拉底式地认识自己，或更明确理解自

惧态度可以广泛应用于治疗现代人痛苦地遭受恐惧

己的世界观，自己对把握自己的生活做出有责任感

的又一种形态的不安、焦虑或忧郁症等。

的决定。这是存在主义者式的接近方法，使当事人

类似不安、焦虑或忧郁症的现象显示了自然主

成为能动的，哲学治疗师成为被动的。③。在这点上，

义接近方式的限度。从诠释学的观点上看，不安是

《周易》的象征语言具有的忧患记录绝不是强迫人，

人类的构成属性。如果把不安看成不良的病理现

而是引发当事人发挥自己潜在的、还未被开放的能

象，或者总是把严重的不安看成疾病症状，则是相当

力，实现重建自我的作用。这里忧患具有的最大功

大的失误。不安本身根本不是疾病的症状。在海德

能是起到重新确认当事人具有的潜在能力，并由此

格尔看来，不安是“了解自己的特权”。当然也不能

重建自我的作用。因此，《周易》的象征语言在当事

说，“不安’’完全不是疾病的症状０但是由于精神科

人重建自我方面，不能行使指挥全局的任何权力，只

医生只是在经验主义观点上理解不安，这体现了对

具有媒介或桥梁的作用而已：这里治疗只是指自己

人类理解的狭隘观点：他们忽视了诸如不安、绝望

的人生观或价值观的转化过程（ｐｒｏｃｅｓｓ

和忧郁症一样的基本感情对人格实现的重要性。从

ｍａｔｉｏｎ）而已。④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

诠释学的观点来看，对因无法说明的不安而遭受痛

五、《周易》象征系统所涵的治疗意义和自我重建

苦的患者仅仅接受医生的治疗是不够的。他们应该

作为诊断和治疗工具的《周易》智慧，体现在卦

①

关于合理的恐惧问题，请参考Ｈｅｎｒｉｋ

ｗｕｌｆｆ？Ｓｔｉｇ Ｐｅｄｅｒｓｅｎ？Ｒａｂｅｎ 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著，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Ｍｅｄｉ—

ｃｉｎｅ，李镐荣？李宗灿译，《医学哲学》，首尔：Ａｒｃｈｅ，１９９９年，第１６８页。
②Ｈｅｎｒｉｋ ｗｕｌｆｆ？Ｓｔｉｇ Ｐｅｄｅｒｓｅｎ？Ｒａｂｅｎ 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著，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Ｍｅｄｉｃｉｎｅ，李镐荣？李宗灿译，《医学

哲学》，第１７７页。
③Ｊｅｓｓ Ｆｌｅｍｉｎｇ，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ｃｏｕｎｓｅ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Ｉ Ｃｈｉｎｇ，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ｉｏｓｏｐｈ），，Ｈａｗａｉｉ，Ｖｏｌｕｍｅ ２３，
”

Ｓｅｐｔｅｉ。ｎｂｅｒ

１９９６，第３００—３０ｔ顷。

④７Ｃｈｕｎｇ—Ｙｉｎｇ Ｃｈｅｎｇ，Ｆｒｏｍ‘ｓｅｒｆ－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Ｈａｗａｉｉ，Ｖｏｌｕｍｅ ２３，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ｔｏ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Ｃｏｕｎｓｅｌｌｉｎｇ，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ｌｎｅｇ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１９９６，第２５４页。
．．．——４０２．．．——

国～一一赫
爻间的相互关联或卦爻辞里。．在《周易》里，两个重

把它自己化。这就是《周易》象所具有的特征。虽

点在于“时间”和“变化”上。我们在《周易》的哲学

然由于《周易》明显地是从象出发的，故称“易者，象

治疗观点方面必须强调这两个最重要的概念。其理

也”，但“观物取象”不是最终目的。目的在于“立象

由在于，《周易》总是告诫要根据适当的时机行动，

以尽意”，即通过象求意。象只是担任一种媒介或

为了调和的重要性，还经常告诫要创造性地创造变

桥梁的角色。其意在于《周易》的读者或当事人如

化。①这种时间和变化的观点被如实地反映在作为

何诠释，而不在于作易者单方面的提示。在这点上，

《周易》基本构成体系的卦爻里。卦爻的构成自身

通过《周易》象的思维世界具有提出问题的特殊功

或相当于《周易》发生起源的占法，即大衍筮法的形

能。通过象的思维世界可以使读者自己能够反观自

成都是由于观察根据天地、日月或四季等的时间而

己，向自己提出根本性的问题。这是由于只有能提

变化的现象，予以效法并反映到卦爻的缘故。《周

出问题，才能解决问题的缘故。

易》的卦爻体系可以看做是模仿或反映变化的现象

理查德·尉礼贤在翻译的《周易》序文中提到

世界。实际上，在《易传》里，我们不难发现一些通

了荣格对《周易》占的几个重要观点。在这里，他通

过观察现象世界来作易的观点。《系辞传》里“是故

过占卦的行为来说明使设问者自己能够对卦辞和爻

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现象著明莫大乎

辞做出诠释绝不是非合理性的或神秘性的。③占的

日月”说的正是此点。《系辞传》的这种论述可以理

行为不是预测未来或说明注定的命运，而是扮演自

解为，观察天地、日月或四时等现象，效法它们，使之

己能够反观自己、自己找出答案的必要资料的角色。

再现（ｄｕｐｌｉｃａｔｅ）或反映于卦爻中。即意味着天地之

把卦爻象或辞包含的意义与自己所处的状况相联

间的所有变化在卦爻和卦爻辞里如实地得到再

系，自己找出对自己必要的指导或忠告而把它自己

现。②《周易》作为世界结构的反映体，６４卦和３８４

化，这正是《周易》所起的重要作用。这种占所起的

爻的展开过程象征着宇宙的生成变化，反映了自然

作用或影响具有突出的治疗功能。这种治疗功能的

的变化原理。对于选择哪个方向感到困惑和不确定

核心在于自己治疗或自疗。这种《周易》读者掌握

的当事人，通过《周易》进行治疗的所有治疗师（哲

的现实指的是，读者主观的即心理的诸多条件已经

学者）应该明确地指出认识时间和适应时间的重要

给予于瞬间发生的情况里。在这里，通过《周易》占

性，以及变化的本性与创造性的重要性。追随卦爻

的治疗可以成为一种有效方法。

象与辞所象征的时间和变化时，我们可以发现作为

《周易》的各个卦爻和卦爻辞里，包含能够给设

哲学治疗最重要核心的自己向自己提出问题韵最重

问者充分忠言的多样内容和德目。朱子在《五赞》

要治疗手段。当事人通过卦爻的相互关系和卦爻辞

里说，“读易之法，先正其心，肃容端席，有翼其临，

体现的别人所持的问题和经历的历程，向自己提出

于卦于爻，如筮斯得，假彼象辞，为我仪则”。在《周

问题。只有能向自己提出问题，才能找到解决问题

易》的卦爻象和卦爻辞里，包含有很多值得我们参

的方式；能把别人的问题自己化时，才有可能解决自

考和效法的内容。在这些内容里，包含有能够消除

己所持的问题。这种治疗功能的核心是自己治疗，

我们现在所面临的痛苦和困难的智慧。当然，这里

即自疗。《周易》读者掌握的现实是，即使在瞬间发

需要关注的不是现在的状态，而是变化到下一个阶

生的情况里，读者的主观性，鼾心理的多种条件也已

段的转化可能性问题。就是说，如果把它看成固定

经存在于其中。实际上，不管选择《周易》的任何

的或静的状态是很困难婀。应该注意的事实是，这

卦，当事人都会从中发现与自己问题相关的情况而

种转化可能性不是单纯地仅凭外部要素就能被决

①Ｊｅｓｓ Ｆｌｅｍｉｎｇ，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ａｌ ｃｏｕｎｓｅ丘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Ｉ

Ｃｈｉｎｇ，第３０２页。

②Ｗｉｌｌａｒｄ Ｊ．Ｐｅｔｅｒｓ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ｓ：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ｓｉａ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４２：Ｎｕｍｂｅｒｌ

ｏｎ

ｔｈｅ Ａｔｔａｃｈｅｄ Ｖｅｒ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

１９８２．Ｈａｒｖａｒｄ Ｙｅｎｃｈ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

０２１３８，Ｕ．Ｓ．Ａ，第８５、９１页。
⑨请参考Ｒｉｃｈａｒｄ Ｗｉｌｈｅｌｍ，Ｃａｒｙ Ｆ．Ｂａｙｎｅｓ，死ｅ

１ Ｃｈｉｎｇ

ｏｒ

Ｂｏｏｋ
ｒ

１９５０）的Ｃ．Ｇ．Ｊｕｎｇ的Ｆｏｒｅｗｏｒｄ．
．．．——４０３．．．——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ｓ（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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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而是需要更多地介入自己的主观意志。因此，通

为主体的日常讨论；是要使双方都能在一个平台上

过《周易》的占辞产生的６４卦的卦爻辞能够提供

共同讨论，哲学谘商师（哲学治疗师）尽量不要影响

“理解自己所处的情况”、“对自己的反省”、“自己寻

对方的判断使其失去自我。④所谓当事人主体唤起

找答案”等线索。换句话说，不管３８４爻中的哪个

的转化就成为必要。下面将以‘‘随卦”为例进行分

爻出现，都可以充分发现其中有使自己能自观的有

析。

益信息资料。

随卦是指自己看了别的之后，随从之后得到非

《周易》所说的“自观”不只是停止于对自身单

常好的结果的情况。但是这种随从需要有条件和原

纯的“观察”或被动的“反省”。“自观”是指使自己

则，那就是只有以“贞”为前提进行主体判断，才能

能够反观自己的自我反省和“实存的自我诠释”。

非常亨通而没有缺点。朱子在《周易本义》里说，

下面将通过观卦六三爻辞里的“观我生”问题来考

“然必利于贞，乃得无咎，若所随不贞，则虽大亨而

察这种立场。观卦六三爻辞是“观我生，进退”。朱

不免于有咎矣”。“贞”是指只有沿着正确的方向才

子把“自观”与履卦上九爻辞“视履考祥，其善元吉”

能有利而“无咎”，如果沿着错误的方向转变自己观

相联系，在《朱子语类》里用“观我是自观，如视履考

点的话，乍一看好像产生了好的结果，但很难摆脱

祥底语势”①进行了说明。“祥”是指表现吉凶祸福

“有咎”。⑤换句话说，在哲学治疗中，若当事人在与

的征候，“考”是指冷静地对吉凶祸福的征兆进行全

治疗师不平等的关系里丧失自身的主体性并单方面

面细致的考察。“旋”是指“转”、“回顾甲。上九作

随之变化，则这种变化将不只是暂时性的，而是迟早

为履卦最后的爻说明回顾过去的历程，不忘记根本，

还会重新陷入恶化状态。在随卦的初九里说，“官

反省和检讨是否重新返回初始健全的正常状态。初

有渝，贞吉，出门交有功”。孔颖达在《周易正义》里

始是指履卦初九所说的“素履”。所谓“素履”是指

把“官”解释为“人心所主谓之官”，说的是坚持自己

作为初始的基础或根本，回顾这种状态并加以恢复，

的主张或信念。把王弼的《周易注》翻译成英文的

正是一种健全的、完整的、有意义生活的恢复。如果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Ｊｏｈｎ

能不丧失这种正常的基础并坚持到最后的话，当然

（ｓｅｌｆ—ｃｏｎｔｒ０１）。⑥程伊川在《伊川易传》里提到

Ｌｙｎｎ还曾把“官”翻译为自我调整能力

是大吉。“所谓治疗本应是一个返回健全生活之道

“官，主守也”，这里所说的“官”可以看做是指自己

的历程。一个健全生活？健全生活是一种既均衡而

所坚持的私人的价值观或世界观。现在所说的“官

且富于创造的身心状态。”②“一个健全生活是一种

有渝”是指自己坚持的私人的价值观或世界观发生

完整的、有意义的生活。”③“返回健全生活之道”是

变化的情况。“渝”含有“变化”的意义。“贞”是指

指使设问者或当事人自身通过高水准的自我治疗，

正确的方向。“门”象征私人的价值观或世界观与

重新建立自身的一种自我重建。所谓自我重建绝不

普遍性的价值观或世界观的界限。“出门”可以看

是指哲学治疗师的主体性指挥或操纵当事人的主体

做是象征抛弃私人的价值观或世界观而进入普遍性

性，而是指当事人自己意识到健全的正常状态而发

的价值观或世界观领域的治疗。依此类推，“出门

生转化。这里必要的就是互为主体的１３常讨论。互

交有功”就可以解释为，当与其他人一起共有普遍

①［宋］朱熹：《朱子语类》卷第十七。
②沈清松：《复全之道一意义建构、社会互动与生命实践》，载《应用哲学与文化治疗》，中坜：国立中央
大学文学院哲学研究所，１９９７，第１页。
③沈清松：《复全之道一意义建构、社会互动与生命实践》，第１６页。
④参阅黎建球：《哲学谘商的三项基本原则》，载《哲学与文化》，台北：哲学与文化月刊杂志社，４２８号，
２０１０年１月，第３页。

⑤这里所说的“咎”也是一种病。实际上，《尔雅》里把“咎”说成“病”。当然这种“病”与其说是身体
上的病，倒不如说意味着“缺点”或“瑕疵”。“无咎”是指病情好转而不再恶化。
⑥Ｒｉｃｈａｒｄ．Ｊｏｈｎ Ｌｙｎｎ，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Ｎｅｗ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ｓ：Ａ Ｎｅｗ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Ｃｈｉｎｇ

Ｙｏｒｋ，１９９４年，第２４３页。
．．．——４０４．．．——

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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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价值观或世界观时，才能ｌ及得十分满意的治疗

患的面貌。不仅如此，《周易》还很好地体现了人类

效果。这里重要的事实是，与只是自己痛苦的腹痛

是能认识到自己的这种面貌、不断反省自己的错误

或牙痛不同的是，有必要进行哲学治疗的人由于给

并努力加以改正的存在的事实。认识到这点并通过

自己的家属或社会带来坏的影响，并使他俯陷入痛

蕴藏于内心的答案开始的重建自我，通过反观和生

苦，所以显得更为严重。①在对这类人的治疗中，哲

生的意义，使真正自我的再建或更新成为可能。

学谘商或治疗比某种药物治疗会更有效。这是由于

《周易》是非常优秀的哲学治疗师。它能够使提问

为了治疗这类患者，改变其错误的价值观、信念或习

的设问者或当事人认识到自己的面貌，并不断改正

惯是有效的缘故。因为只有当这种错误的价值观、

自己和自己的问题。哲学治疗师不是以特殊的专门

信念或习惯发生了改变，才不会产生更大的错误。

知识，而是以任何人都具有的一般性能力为基础，帮

六、结束语

助设问者或当事人自己探求以获得答案。《周易》

重建自我是指重新回顾过去生活中的自己行

不是给人们答案，而只是给人们提供必要的指导而

为，向自己的生活方式提出根本性疑问的反省的、创

已。即《周易》是使自己忘记回顾自己、或者忽视这

造性的活动。这是指不断地“反省自己以重生”的

种自我反省方法的人恢复使用此方法的指导书。在

现实的具体活动。《周易》非常恰当地描写了作为

这一点上，《周易》具有的基本性质可以说是引导和

“忧患的存在”，即“缺乏的存在”的人在现实中不可

唤起。

能不具有的自己错误或对未来感到不安、痛苦或忧

①

与肉体之病或精神：科之病主要是患者自身直接遭受痛苦不同的是，哲学之病主要是指给别人带来

痛苦和困难的病。这可以说是哲学之病与其他类型病的不同点。
－－－－——４０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