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心理學與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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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提要
亞伯拉罕·馬斯洛是人本主義心理學(Humanistic Psychology)的主要創建者之
一。現代人持有很多精神上的問題，他認爲價値觀的喪失是這個時代的最終痼疾，
而且目前的情況比歷史上任何時代都要危險，所以主張我們人類只有通過自己的
努力，卽達到自我實現來改變這種情況。他又說美國人已經認識到，政治的民主和
經濟的繁榮在他們身上並沒有解決任何基本的價値問題。除非轉向內部，轉向自
己，否則就沒有價値觀念的棲息地。馬斯洛在《存在心理學探索》主要反對傳統行爲
主義的機械論和環境決定論，強調人是主動的，能創造的，實現完美人格。他認爲
人作爲一個有機整體。他把連結社會至宇宙，實現自我並且擴充自我爲終極目標的
學問稱謂“存在心理學”，這正是符合儒家一向追求的終極目標。馬斯洛關注的是什
麽是有道德的生活？什麽樣的人是道德的人？怎樣才能把人敎育成期望和喜歡過
有道德的生活的人？怎樣才能把兒童培養成道德高尙的成人？等等問題他認爲提
出這樣的問題。他認爲對心理學來說，這是革命性的轉折。他經由存在認知，至於
事實和價値的融合，要建立科學的倫理學。可是他所謂的科學觀察經驗得到的，只
是觀察幾個充分成熟的人來達成結論。總體上來看，缺乏具體的方法，僅止於一種
宣言而已。若他看到儒家“存天理，去人欲”，“涵養省察”，“致良知”等的種種工夫方
法，他的“存在心理學”更會完整的、扎實的。反過來說，儒家對心理學的發展將會
做出莫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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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序言
亞伯拉罕·馬斯洛(1908-1970)是美國社會心理學家、人格理論家和比
較心理學家、人本主義心理學(Humanistic Psychology)的主要創建者之一。
他批判美國心理學，或者更廣泛地說，西方心理學以種族中心主義的方式假
定，人的需要、畏懼和興趣必然永遠是知覺的決定因素。依據古典弗洛伊德
主義的觀點，認知必定是永遠被激發的他同時也批判“功能心理學
(Functional Psychology)”傾向於“有效性”和“實用價値”的觀點來考慮一切能
力。現代人持有很多精神上的問題，他認爲價値觀的喪失是這個時代的最終
痼疾，而且目前的情況比歷史上任何時代都要危險，所以主張我們人類只有
通過自己的努力，卽達到自我實現來改變這種情況。他又說美國人已經認識
到，政治的民主和經濟的繁榮在他們身上並沒有解決任何基本的價値問
題。除非轉向內部，轉向自我，否則就沒有價値觀念的棲息地。
馬斯洛收錄了他自己1954年到1960年間發表的14篇重要演講稿、論文，經
作者本人認真修訂和擴展，彙成此書，稱爲《存在心理學探索》(Toward a
Psychology of Being, 1968)。他主要反對傳統行爲主義的機械論和環境決定論，
強調人是主動的，能創造的，實現完美人格。他認爲人作爲一個有機整體。他把
連結社會至宇宙，實現自我並且擴充自我爲終極目標的學問稱爲“存在心理學”
這正是符合儒家一向追求的終極目標。

二、爲己之學與人本主義心理學
西方心理學的發展，自從1879年馮特在德國建立正式的心理學實驗室
以來，經過以弗洛伊德爲代表的精神分析學派，稱作心理學的第一勢力，以
華生爲開創的行爲主義學派，稱作第二勢力，發展至以馬斯洛爲代的人本
主義學派，稱作第三勢力。弗洛伊德派把人的行爲的動機的重點放在深層
的內在衝動與驅策上，而行爲主義者們則把主要動機的重點放在外在環境
的影響上。不同於他們，人本主義學派強調自我實現，強調人的主體性和個
人的尊嚴，認爲心理學研究的對象應該是“人的整體經驗”，包括外在行
爲、內在的活動，如個人價值觀、感情、意向、希求等。同時也肯認我們人
類可有共通的價値觀和道德準則，提出了融合精神分析心理學和行爲主義
心理學的人本主義心理學。馬斯洛批判了傳統的弗洛伊德主義者，因爲他
們傾向於把任何東西都病理化。1 他同時也批判了行爲主義心理學派。行爲
1

馬斯洛，《存在心理學探索》，頁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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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心理學派把人看成實質上是反應性的，認爲他是由外部刺激推動的，
所以可以稱之爲刺激反應的人，這種看法對自我實現人來說是完全荒謬和
站不住腳的。因爲他們的活動源於內部的超過源於反應的。
人本主義學派認爲精神分析心理學派和行爲主義心理學派的理論，不能
回答會認識自我的妥當方法。他們面對喪失人性的危機狀況，把視野轉向東
方傳統，而開始對人摸索新的理解。馬斯洛提出“實現傾向(The Actualizing
Tendency)”，羅傑斯相信人只有一個基本動機，稱之爲“實現傾向”。按照羅
傑斯的理解，與其他創造秩序一樣，人也具有基本的並且先天的傾向，其目
的是生存或提升而發展各種能力。志向成長並發展完全，最後達到頭等的
“人存在(human-beingness)”。馬斯洛說“好人”，“好的樣品”是最有人性的。2
這就是《中庸》所謂“仁者人也”一樣的表現。人性具有衆多的特徵，每一個
特徵都是絶對必要的，但某一個特徵自身在確定人性時又是不充分的。孔
子把人所具有的各種美德都歸屬於仁。人必須有仁，人若沒有仁，則不成其
爲人。馬斯洛說：
事實上，關於“眞正的人(authentic person)”的每一種認眞的描述都擴
展到含有這種意思，卽這種眞正的人依靠他已有的美德，對他的環
境、事實上是對普遍的社會都能采取一種新的關係。他不僅在各個
方面超越他自己；而且他也超越他的文化。他抵制文化適應。他變
3
得更超然於他的社會和他的文化了。

他們肯認整個人類價値有共同的價値觀和道德準則，而且道德準則是
內在的。他又說：
毫無疑問，人類有史以來一直在尋找具有指導作用的價値觀念和行
爲準則。然而他們往往把目光投向自身與人類之外去尋找一個上
帝，或者是《聖經》，或者某個統治階級。我現在正在通過深刻剖析出
類拔萃的人的生活來探索一種理論，這種理論認爲你完全有可能找
到人類一直尋找的，也必須照之生活的那種價値觀。換句話說，我相
信我能通過觀察最優秀的人類代表來找到適合人類的最終價値觀。
假如我站在一邊科學地描述在最好條件下的最出色的人物的人類價
値觀，那麽我發現這些價値觀包括眞善美在內的人類高老的價値，
也包括一些後來的價値，比如愉快，正義和歡樂。4

這些價値是人類本性固有的，是人的生物性質中的一部分，是本能的
而非後天獲得的。5 埃裏希·弗洛姆則主張不要把人視爲衝動存在，而應該把
握爲關係存在，說看待自己的態度不能隔離於看待他人的，若把同我在一
2
3
4
5

馬斯洛，《存在心理學探索》，頁154。
馬斯洛，《存在心理學探索》，頁10。
馬斯洛，《存在心理學探索》，頁10。
弗蘭克·G·戈布爾，《第三思潮——馬斯洛心理學》，頁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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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生活的人看作不同於我的，那麽旣然他人留著對我陌生的，就我自己也
對我成爲陌生的。可是若完整體驗自己，就可以覺悟到我自己也無異於別
人的存在。這樣的思路正把人看作本質上是個倫理的存在，所以覺知到責
任意識並且實踐時，才可達成自我實現的。這正是孔孟以來儒家一貫下來
的意識形態。儒家認爲人本是關係存在，因此不能止於個體的自我實現，必
須先自覺自己也無異於別人的存在而且連屬於他人，才會持有存在意義。
再主體地實現自我於人際關係中，才會完成眞正的自我實現。如張載說：
“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6 儒家自我實現
完成於“修己安人”。爲了達到這個目的，儒家首先強調“立志”。王守仁敎學
生篤志爲聖人之學說：
只念念要存天理，卽是立志。能不忘乎此，久則自然心中凝聚。猶道
家所謂結聖胎也。此天理之念常存，馴至於美大聖神，亦只從此一念
7
存養擴充去耳。

王守仁用道敎所追求的最上境界的“結聖胎”形容立志的重要性，意味
著這個“志”遠遠超過一般所謂動機、目的、理想等的觀念。唐君毅區別心理
學上所說的“志”和儒家所說的“立志之志”說。
志之古訓爲心之所之，卽心之活動所往。但立志之志，卻非只是今心
理學上所謂意志之義，亦非全同於一般所謂理想之義。意志之一
名，在心理學上，可說指現實一特定目的之一貫的行爲趨向。故一切
有目的的活動，無論善惡，皆可稱爲意志的活動。心理學上之意志是
價値判斷無關的。至於一般所謂理想，則是與價値判斷相連的。理想
常是指一種爲心之所對的，關於我自己，或人類社會，以至宇宙之未
來之一種合理性的觀念構造、計劃、圖案之類。此理想恆爲一抽象的
普遍者，懸於一認識理想之心之前，而爲其所對，並爲人希望由自己
之力，或與他人合力，加以實現的。如一社會的理想、文化的理想、
個人之人生理想之類。至於立志之志，則尙不止於是。我們固可說，
立志亦是一種理想。但此所立之理想，是直接爲自己之具體個人立
的，不是抽象普遍的。同時不只是立之爲心的客觀所對，而是立之爲
自己之個人之心靈以至人格所要體現，而屬於此心靈人格之主體
的。此卽是要使此理想，眞實的經由知以貫注至行，而成爲屬於自己
之實際存在的。故我們與其說，立志是立一個人人生理想，不如說立
志是使自己之實際的存在成爲一理想的實際存在。立志之志，不只
是“向”一定的目的，或普遍抽象的社會文化理想人生理想，而是由當
下之我之實際存在，“向”一理想之實際存在，而由前者“之”後者。此
之爲心之所之。由此而後志可眞成爲轉移變化此實際之我，超升擴
大此實際之我的力量。此種志之爲理想，與一般所謂理想之不同，有
甚深甚深之義，不能只在文字思辨上了解便夠，必須下一眞實的反
8
躬體會的工夫，方能了悟。
6
7
8

張載，《張載集》，頁320。
王守仁，〈傳習錄〉卷上，《王陽明全集》上，頁11。
唐君毅，《人生之體驗續編》，頁7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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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君毅說在心理學上，意志指現實一特定目的之一貫的行爲趨向，是價
値判斷無關的。指的正是傳統心理學的理論。到了人本主義心理學，包括價値
判斷在內，以達成自我實現爲終極目的的。人本主義心理學家，雖然強調自我
實現，基本上只能停留於個體實現自我一個人，而被批評沒有足夠的力量擴
大到整個社會，只能冷眼旁觀充滿意識的這世界。然而馬斯洛特別強調對社
會的責任意識，主張通過完成人對社會的任務，達到人生目標，才是眞正實現
自己 儒家卽本質上主張基於責任意識進行實踐，如此一來，個體就可以說是
實現自我了。若這樣，陽明照儒家的責任感堅定了自己的用世之心，來實現於
現實生活之中。這是“下一眞實的反躬體會的工夫， 方能了悟”的。
馬斯洛相信“人的這種內部本性是好的，或者是中性的。而不是壞的，
所以最好是讓它表現出來，並且促進它，而不是壓抑它。如果容許它指引我
們的生活，那麽我們會成長爲健康的，富有成果的和快樂的。……也許用
不了多久，我們就能把完善成長和自我實現的人，他的全部潛能都得到了
充分發展的人，他的內在本性自由地表現自己而沒有被歪曲，壓抑或被否
定的人，作爲我們的嚮導和榜樣｡”9
此是馬斯洛在硏究他周圍的成熟人格的人之後得到的結論。而且說
“(內在的良心)建立在無意識或前意識地知覺我們自己的本性、我們自己的
命運、我們自己的智能、我們自己的‘召喚’的基礎之上｡”10 提出實現傾向的
理論根據。在儒家而言，內在的良心就是仁心良知。“良知”槪念可涵蓋本
性、命運、智能、召喚自己的基礎。王守仁之學強調“知行合一”、“現成良
知”，推動卽刻自覺與實踐，可是這責任意識具備存有論的根據，而且對此
根據有明確的意識，才有必然性。王守仁以能自知自覺自證的，並且感通他
人的痛苦爲自己的痛苦的靈明性理解良知，建構自己，而唯有自己構成世
界，世界才有意義於自己。自己構成世界。就意味著持有責任感。吾人唯有
明確的責任意識，實踐就會帶著必然性，並且能夠完成自我實現，和諧宇
宙，而且人人可以達到的境界。
梁漱溟非常重視心理學，肯認心理學爲一樞紐或核心者，而且倫理學
以心理學爲基礎才會完整。他把近代西方文化視爲向外發展，並且據個人本
位，人們糾結於分別計較利害得失的狹小心理、個人意識及人際關係至於整
個社會，遇到了種種問題。他所期待的未來，是人與人之間以融和忘我的感
情取代分別計較之心，從人們性情根本處入手，陶養涵育一片天機活潑、和
樂恬謐的心理，彼此顧恤，融合無間的境界。讓人類要指向的這樣的未來之
路，他在人心通乎宇宙爲一體而視宇宙內事爲吾人生命內事的儒家傳統裏
找到了。他說：“宇宙大生命者，是說生命通乎宇宙萬有而爲一體也｡” 11 在
馬斯洛，《存在心理學探索》，頁2-3。
馬斯洛，《存在心理學探索》，頁5。
11 梁漱溟，《人心與人生》，頁61。
9

10

儒教文化研究 第29輯 / 2018年 2月

190

梁漱溟那裏，宇宙萬物都是作爲宇宙本體的心的表現，所以宇宙萬有相關相
通，人生息於自然之中，渾然不可分的。可是萬物之中，靈通之度發展到最
尖峰的人類才可能親切體認到宇宙一體性。這是人心轉而向內以充分發揮其
自覺性時才可能到達的境界。梁漱溟從“良知”與“獨知”講人心內蘊的自覺。
其曰獨知者，內心黙然炯然，不與物對，他人不及知而自家瞞眛不得
也。陽明詠良知詩云：“無性無臭獨知時，此是乾坤萬有基”。乾坤萬
有基者，意謂宇宙本體。宇宙本體渾一無對。人身是有對性的，妙在
其剔透玲瓏的頭腦通向乎無對，而寂然無爲的自覺便像是其透出的
光線。一卽一切，一體卽一，宇宙本體卽此便是。人心之用尋常可見
而體不可見。其體蓋卽宇宙本體耳。人身雖有限，人心無限際。12

王守仁由良知的靈明性來說明一氣流通觀。卽是說以會覺知自己，反
省且驗證自己的良知，同時把他者的痛苦當作自己的痛苦的靈明性，來規
定良知來構成自己至於整個世界。只能自己構成世界，世界才對自己有意
義。構成世界就是意味著覺知對世界的責任意識。我們有明確的責任意
識，實踐才有必然性，有必然性，可以完成自我實現以達到萬物同體之境。
梁漱溟主張要把宗敎與道德相聯通看待，在人類生命深處宗敎與道德是同
其根源的，而此根源卽人心之“心靜的自覺｡” 13 有“心靜的自覺”，才發顯自
覺自律的道德性。同樣，也由誠敬發出來的是眞宗敎，因此宗敎與道德，以
“心靜的自覺”槪念之下貫通的，差異只在世間與出世間而已。梁漱溟把學術
規定爲人類生活中所倚以解決問題，而人生生活上遇到的眞正的問題，就是
人對自身生命的問題，志同於現代心理學。他據於“從局向通”的觀念，分成
人生發展爲“意欲向前的理智”、“意欲適中的理性”、“意欲向後的宗敎”等三
個階段，各段階要解決人對物的問題、人對人的問題與人對自己的問題。至
於宗敎的出世間境界，達到沒有主客對立的和樂心境爲人生的窮極目的。
馬斯洛也將宗敎、哲學、科學合而爲一，欲建立“更廣闊的心理學領
域，核心在”自我實現。自我實現的人變得自信和自制得多了。支配他們的
決定因素，不是社會和環境的因素了。這些內部的因素是他們自己內在本
性的法則，是他們的潛能和自然傾向，是他們的天資，是他們的潛在資源，
是他們的創造衝動，是他們認識自己並使自己變得越來越整合，越來越一
致的需要，以及越來越了解自己的實際、自己的召喚、天職和命運的需
要。14 並且他們一般沒有必要從別人身上抽取出滿足他的需要的品質，一
般也不看作他的工具，所以，他們很可能對其他人采取不評價、不判斷、不
干預、不宣判的態度，這就使得能夠更淸楚、更有洞察力地知覺和理解其他
人的實際情況。15 由於自我實現的人較少依賴他人，所以，他們對別人較少

12
13
14

梁漱溟，《人心與人生》，頁61。
梁漱溟，《人心與人生》，頁188。
馬斯洛，《存在心理學探索》，頁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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旣愛又恨的矛盾心理，他們旣不怎麽渴望也不怎麽敵視別人，他們不太需
要他人的讚揚和慈愛，他們不那麽汲汲於榮譽、威信和獎賞。他們強調的是
主體自我的肯定，體現了對個體內心精神世界的關切。這正是儒家追求的
“爲己之學”的形容。

三、存在認知與良知
馬斯洛認爲人作爲一個有機整體，具有多種動機和需要，包括生理需要、
安全需要、歸屬與愛的需要、自尊需要和自我實現需要。他認爲當人的低層次
需求被滿足之後，會轉而尋求實現更高層次的需要。這樣廣泛需要都有共同特
徵，它們都就是，依照缺失(deficiency)活化的生猛活潑的體系，在活化的生猛
活潑的體系裏需求什麽的。馬斯洛稱它爲“缺失動機(D-motivation)”，而且由缺
失動機産生的知覺及各種精神活動過程，卽由個體缺失性需要構成的認知，稱
之爲“缺失認知(D-cognition)”。這種需要只能由他人及外在環境滿足，所以依靠
利害得失而發動，可能會産生出他律的、排他的認識以及關係。對於安全、從
屬、親愛關係和尊重的需要，只能由其他人滿足，卽只能來自個人之外。這就
意味著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環境。在這種依賴狀態下的一個人，確實不能說他
統治著自己或支配著自己的命運。16 自我實現的人會獨立於周圍環境而存在
的。馬斯洛的人本主義心理學理論的核心是人通過“自我實現”，滿足多層次
的需要系統，達到“高峰體驗”，重新找回人的價值，實現完美人格。實現完美
人格不能依靠外在的需求而達到的，應該更上一層樓看整體宇宙。
馬斯洛在1968年再版的《存在心理學探索》的序言中寫道：
我認爲人本主義的、第三種力量的心理學是過渡性的，是“更高級的”
第四種心理學，卽超越個人的、超越人的、以宇宙爲中心，而不是以
人的需要和興趣爲中心的，超出人性、同一性(identity)、自我實現的
17
那種心理學的準備階段。

自我實現的需要是超越性的。追求真善美，將最終導向完美人格的塑
造。他說：
事實上，關於“眞正的人(authentic person)”的每一種認眞的描述都
擴展到含有這種意思，卽這種眞正的人依靠他已有的美德，對他的
環境、事實上是對普遍的社會都能采取一種新的關係。他不僅在各
個方面超越他自己；而且他也超越他的文化。他抵制文化適應。他
18
變得更超然於他的社會和他的文化了。
15
16
17

馬斯洛，《存在心理學探索》，頁35。
馬斯洛，《存在心理學探索》，頁29。
馬斯洛，《存在心理學探索》，頁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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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斯洛主張越過自我實現的理論結構，應該將自我以外的世界意義聯繫
起來，把整個宇宙看成一個有機的整體，最後領悟到宇宙人生的眞理，並達到
精神自由的境界。對這樣學問，他稱之爲“存在心理學(Being-psychology)”。存
在心理學關心的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也就是說，它關心的是終極體驗
(end-experience)、終極價値(end-value)、終極認知(end-cognition)、作爲目的
的人(people as ends)。馬斯洛對這種特殊的認知，將稱之爲存在認知(cognition
of Being，或 B-cognition)，與缺失性認知形成鮮明的對比。他又將存在愛的體
驗，也就是父母的體驗、神秘的或海洋般的或自然的體驗、創造的時刻、矯治
的和智力的頓悟、情慾高潮的體驗、運動完成的某種狀態等等，這些以及其
他最高快樂實現的時刻，稱之爲高峰體驗(peak-experience)。高峰體驗本身就
是目的，是目的的體驗，而不是手段的體驗。自我實現的需要是超越性的，
追求真善美，將最終導向完美人格的塑造，高峰體驗代表了人的這種最佳狀
態。高峰體驗中整個存在被察覺。在存在認知中，體驗或對象傾向於被看成
是超越各種關係、可能的利益、方便和目的。看來它似乎就是宇宙中所有的
一體，似乎它就是和宇宙同義的全部存在。19 王守仁提倡萬物一體。世界是
各各存在實現自己本性的場所。整個個體表面上看，似乎獨立地存在，可是
實質上是息息相關存在著。然而宇宙內整個存在中，唯有人類會自覺此有機
的關聯性。我們人藉由感通能力爲其內容的心的靈明性，可以統覺自己與萬
物本是一體。王守仁說：“爾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心同歸於寂。爾來看此花
時，則此花顔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爾的心外｡”20 對主體來說，當
自己意識投射時，客觀對象才會呈現其眞實存在。此處所謂客觀存在呈現自
己於吾人面前，是指他們持著意義走進吾人心裏。若要客觀事物持著意義走
進吾人的世界，主體先賦予意義給客觀事物才可能。如王守仁所說：“蓋其
天地萬物一體之仁，疾痛迫切，雖欲已之而自有所不容已｡”21 那樣，唯對自
己創造、自己賦予意義的世界，才把他人的痛苦作爲自己的痛苦，接著跟隨
想治癒的責任意識。王守仁以能自知自覺自證，並且感通他人的痛苦爲自己
的痛苦的靈明性理解良知，建構自己，而唯有自己構成世界，世界才有意義
於自己。自己構成世界，就意味著持有責任感。吾人唯有明確的責任意識，
實踐就會帶著必然性，並且能夠完成自己實現，和諧宇宙。
一旦達到高峰體驗就進入存在狀態。馬斯洛認爲存在狀態是暫時的、
超激發的、非努力的、非自我中心的、無目的的、自我批准的狀態、盡善盡
美和目標達成時的體驗和狀態。22 進存在狀態境界，在東方各大思想體系之
中，“靜坐”工夫是很受歡迎的工夫方法。王守仁在龍場時，也就是“日夜端
18
19
20
21
22

馬斯洛，《存在心理學探索》，頁10。
馬斯洛，《存在心理學探索》，頁65-66。
王守仁，〈傳習錄〉卷下，《王陽明全集》上，頁108。
王守仁，〈傳習錄〉卷中，《王陽明全集》上，頁81。
馬斯洛，《存在心理學探索》，頁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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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澄默，以求靜一，……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23 自滁陽後，王
守仁多敎學者靜坐。一友靜坐有見，馳問先生。答曰：
吾昔居滁時，見諸生多務知解，口耳異同，無益於得，姑敎之靜坐。
一時窺見光景，頗多收效。久之，漸有喜靜厭動，流入枯槁之病。或
務爲玄解妙覺，動人聽聞，故邇來說致良知。良知明白，隨你靜處體
悟也好，隨你去事上磨煉也好，良知原是無動無靜的。此便是學問頭
腦。我這個話頭自滁洲到今，亦較過幾番，只是致良知三字無病。醫
經折肱，方能察人病理。24

他之所以靜坐，非欲坐禪入定，因平日爲事物紛拏，未知爲己，欲以靜坐
補小學收放一段工夫的方便之一。靜坐，可以一時窺見光景，頗多收效。可是
究竟是不夠實踐動力的。
馬斯洛認爲純存在心理學的危險在於它可能傾向於成爲情態的，而不
說明運動、定向和成長的實情。我們傾向於把存在、自我實現的狀態描繪成
彷佛它們是盡善盡美的涅槃狀態。一旦你達到了涅槃狀態，你就會在那裏停
25 他說：
止下來，似乎你能做的一切就是止於至善而心滿意足。
存在認知與平常認知相比要被動的多，接受性更多，自然，它永遠不
可能完全被動、完全接受。我發現，這種“被動認知”最好的描述出自
東方的哲學家，特別是來自老子和道敎哲學家。……道敎“聽其自然”
的槪念也說的是我力圖去說的東西，卽知覺可能是無所求的，而不
是有所求的；是沈思的，而不是強求的。它在體驗面前可能是恭順
的、不干預的、接受的，而不是強取的，它能讓知覺成爲其自身。26

他又說：
迄今爲止，在描述健康人槪念時的一個主要困境，是它稍微有點靜
力學的特點。由於我硏究自我實現大多是在年歲較大的人身上進行
的，所以自我實現傾向於被看成是最終的或最後的事態，是遙遠的
目標，而不是被看成能動的，貫穿一生的運動課程。傾向於被看成存
在(Being)，而不是形成(Becoming)。27

他想將“存在”和“形成”及“缺失”融而爲一，建立一套完整的心理學。這
用東方思想槪念描述的話，可以說成本體與工夫的一體。馬斯洛像他自己說
道敎“任其自然”的看法經常不起作用，所以表述爲“有幫助的任其自然
(helpful let-be)”的，一種熱愛的和尊重的道敎觀來彌補實踐動力之不足

23
24
25
26
27

王守仁，〈年譜〉，《王陽明全集》上，頁1228。
王守仁，〈傳習錄〉卷下，《王陽明全集》上，頁105。
馬斯洛，《存在心理學探索》，頁40。
馬斯洛，《存在心理學探索》，頁78。
馬斯洛，《存在心理學探索》，頁22。

儒教文化研究 第29輯 / 2018年 2月

194

處。28 這觀念非模糊的，而且不能夠成功的保證。因爲如牟宗三說道家主要
是依據“爲道日損”的進路提煉一種“無”的智慧。它所表現的乃是一種通過實
踐工夫所達到的主觀性的“境界形態”。29 所以道家實踐工夫，的確沒有具體
的內容。馬斯洛指存在認知和沈思思想理解的危險爲它可能使人成爲不太
負責的，尤其是在幫助別人方面。他曾提問過“佛陀的覺悟是純粹個人的、
私人的占有物？還是他也必定屬於其他人、屬於世界呢？”30 他把自我實現
分爲“利己的自我實現”與“成爲善的自我實現”，認爲佛、道講求的會是“利
己的自我實現”。王守仁說：“仙家說虛從養生上來，佛氏說無從出離生死苦
海上來，卻於本體上加卻這些子意思在，便不是便不是他虛無的本色了，便
於本體有障礙｡”31 他把佛，道兩家所達到的虛或無的境界視之爲利己的。說
儒家聖人只是還他良知的本色。如王艮在《鰍鱔說》說：“吾非斯人之徒與而
誰與？”32 良知自然不容已地要求不止於個人的超越，而是進一步實踐由不
忍之心的痛覺自然流出來的責任意識，及於人我一體，更及於物我一體，萬
物都達到自由快樂之境爲窮極目的。
馬斯洛一方面批判了傳統的弗洛伊德主義者，因爲他們傾向於把任何
東西都病理化(在極端情況下)，因爲他們沒有看到人走向健康的可能性，
因爲他們對任何東西都是透過黑色眼鏡來看的。但是，成長學派(在極端情
況下)也同樣並非無懈可擊，因爲他們傾向於透過玫瑰色眼鏡來看東西。而
且他們總是回避病理問題、弱點問題和成長失敗的問題。一個似乎是全部
邪惡和罪孽的神學。另一個似乎是根本沒有任何邪惡的神學。因此，二者都
同樣是不正確和不現實的。33 比較儒家人性論，一方是站在過於性善說的立
場，另一方則站在過於性惡說立場。馬斯洛認爲對人性堅持一個太樂觀，
一個太悲觀看待。兩者都不現實的。他主張應該兼顧兩邊，可是沒有提出適
當的方法。儒家有“存天理，去人欲”工夫來解決兩難的問題。
王守仁確信“本體工夫合一”，而說：
性無定體，論亦無定體，有自本體上說者，有自發用上說者。有自源
頭上說者，有自流弊處說者。……孟子說性，直從源頭上說來，亦是
說箇大槪如此。荀子性惡之說，是從流弊上來，也未可盡說他不是。
34
只是見得未精耳。

28
29
30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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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斯洛，《存在心理學探索》，頁51。
牟宗三，《才性與玄理》序。
馬斯洛，《存在心理學探索》，頁110。
王守仁，〈傳習錄〉卷下，《王陽明全集》上，頁106。
《論語》，〈微子〉。
馬斯洛，《存在心理學探索》，頁44。
王守仁，〈傳習錄〉卷下，《王陽明全集》上，頁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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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的門人將其敎法槪括爲兩方面，一卽“本體上說工夫”，一卽“工
夫上說本體”。因爲“心無體，以天地萬物感應之是非爲體”。王守仁提出良
知槪念給具體的內容，而且敎人良知具足，當下會呈現。他說：“只存得此
心常見在，便是學｡”35 又說：
我輩致知，只是各隨分限所及。今日良知見在如此，只隨今日所知，
擴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開悟，便從明日所知擴充到底，如此方是精
36
一功夫。

又說：“良知只是一個，隨他發見流行處當下具足，更無去求，不須假
借｡”37 馬斯洛說：
某人是什麽和他能成爲什麽，對心理學家也同時存在的。因爲，就解
決了存在和形成之間的二難推理。潛能不僅僅是“將要是”或者“可能
是”；而且它們現在就存在著。自我實現的價値作爲目標存在著，而
且它們也是眞實的，盡管還沒有現實化。人旣是他正在是那種人，同
38
時又是他嚮往成爲的那樣的人。

“解決存在和形成之間的二難推理”的關鍵在工夫。那工夫不異於“致良
知”。馬斯洛說：
(高峰體驗的)哲學的蘊涵是驚人的。如果爲了辯論我們承認了這樣
的命題，卽，在高峰體驗時可以更淸楚地看到現實本身的性質和更
深刻地看透現實的本質，那麽，這就和很多哲學家和神學家所說
的，……當從其最佳狀態和從崇高的觀點來看時，整個存在僅僅是
中性的或善的，而邪惡、痛苦、威脅等只是一種局部現象，一種不看
宇宙的完整和統一，只從自我中心的或過於卑劣的觀點來看它的産
物。(當然，這並不是否認邪惡、痛苦和死亡，寧可說是與它們的一
種和解，是對它們的必然性的一種理解。
)39

我們不可不承認惡的存在，所以不僅承認善的存在，也承認惡的存在
時，可使善惡成爲互相對待性以相對化，再合而爲整體。而且站在對某個行
動善惡與否，不能明確的建立道德評價標準的情況之下，某個人的行動會
被決定自從無意識方面流出來的自發性的決擇。在王守仁的說法，最被質
疑的部分，就是他所說的“心體無善無惡”。《傳習錄》收錄王陽明與其弟子
薛侃之間的對話：

35
36
37
38
39

王守仁，〈傳習錄〉卷下，《王陽明全集》上，頁24。
王守仁，〈傳習錄〉卷下，《王陽明全集》上，頁96。
王守仁，〈傳習錄〉卷下，《王陽明全集》上，頁85。
馬斯洛，《存在心理學探索》，頁144。
馬斯洛，《存在心理學探索》，頁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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侃去花間草。因曰：“天地間何善難培，惡難去？”先生曰：“未培未
去耳｡”少間曰：“此等看善惡，皆從軀殼起念。便會錯｡”侃未達。曰：
“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惡之分？子欲觀花，則以花爲善，以
草爲惡。如欲用草時，復以草爲善矣。此等善惡，皆由汝心好惡所
生。故知是錯｡”曰：“然則無善無惡乎？”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
有善有惡者氣之動。不動於氣，卽無善無惡。是謂至善”曰：“佛氏亦
無善無惡。何以異？”曰：“佛氏著在無善無惡上，便一切都不管，
不可以治天下。聖人無善無惡，只是無有作好，無有作惡。不動於
氣。然遵王之道，會其有極。便自一循天理，便有箇裁成輔相”曰：
“草旣非惡，卽草不宜去矣？”曰：“如此卻是佛老意見。草若是礙，
何妨汝去？”曰：“如此又是作好作惡”曰：“不作好惡，非是全無好
惡。卻是無知覺的人。謂之不作者，只是好惡一循於理。不去，又著
一分意思。如此卽是不曾好惡一般｡”40

視花爲善，視草爲惡，起在感情領域的現象。因善惡根據於心裏的好
惡感情，而鑑賞花的時候，就會視花爲善，視草爲惡的。隨著感情行動之
前，我們須先要作價値判斷。如果價値判斷的標準在感情上欣賞，就會視草
爲妨礙欣賞而除去的。可是我們要用草，草就變成善。從馬斯洛的觀點看，
自我包含好惡的感情，而由好惡的感情發出來的分別心會産生執著進而産
生痛苦。若不論價値判斷，只從“生命”的觀點看，花與草一樣是個“生命”，
所以具有同樣的價値。

四、高峰體驗與童心說
馬斯洛認爲高峰體驗是極烈的同一性體驗，而能解放一個人的創造
力、自發性、表現性和特質。而且從消除病狀的嚴格意義上看，高峰體驗可
能有而且的確有某種治療效果。41 王守仁的龍場悟道，王艮“一夕夢天墮壓
身，萬人奔號求救，先生擧臂起之，視其日月星辰失次，復手整之。覺而汗
溢如雨，心體洞徹｡”42 的體驗。聶豹“獄中閑久靜極，忽見此心眞體，光明瑩
徹，萬物皆備｡”43 的體驗。羅洪先“當極靜時，覺此心中虛無物，旁通無窮，
如長空雲氣流行，無所止極，如大海魚龍變化，無有間隔。無內外可指，無
動靜可分，所謂無在無不在。吾之一身乃其發竅，固非形質所能限也｡”44 的
體驗，都屬於馬斯洛所謂的高峰體驗。他們知覺到極烈的同一性，並且的確
經驗到心理治療效果。

40
41
42
43
44

王守仁，〈傳習錄〉卷上，《王陽明全集》上，頁29。
馬斯洛，《存在心理學探索》，頁92。
王艮，〈年譜〉38世條，《王心齋全集》。
聶豹，《聶豹集》，頁652。
羅洪先，〈答蔣道林〉，《羅洪先集》，頁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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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實現者的創造性在許多方面很像完全快樂的、無憂無慮的、兒童
般的創造性。它是自發的、不費力的、天眞的、自如的，是一種擺脫了除規
和陋習的自由。而且看來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天眞的”自由感知和“天眞的”
無抑制的自發性和表現性組成的。幾乎所有兒童都能自由地感知，他們沒有
那裏可能有什麽，什麽東西應該在那裏，那裏總是有什麽等等的先驗預期。
幾乎所有的兒童，在受到鼓舞的時候，在沒有規劃和預先意圖的情況下，都
45 馬斯洛又提
能創作一支歌、一首詩、一個舞蹈、一幅畫、一種遊戲或比賽。
出“存在遊戱(B-playfulness)”槪念形容“高峰體驗”所至的境界。說存在遊戱
具有廣闊無邊的或超凡的好脾氣的性質，超越了任何敵意。它可以容易地被
稱之爲幸福的快樂、興趣盎然或興高采烈。它旣是成熟的又是幼稚的。46
陽明學發展至泰州學派，聖人境界同視於赤子之心。在儒家傳統，泰
州學派的傳統之一就是強調赤子之心，最受批判的也是他們所主張的“赤子
之心”。顔鈞質疑對自己所主張的“心之情神卽是聖”時，自問自答形式回答
時提出“赤子之心”，說：“夫赤子之心，天造具足其仁神者也｡”47 顔鈞的理
論可以說是以仁、神爲核心的，他認爲，天地間最可寶貴的是人，人最可貴
的是心，故人是“天地之心”，心是“人身之主”，且此“心”無所不包，無所不
至，神工莫測，“默朕淵浩，獨擅神聰。變適無疆，統率性融。生德充盈，潤
浥形躬。親麗人物，應酬日用，自不慮而知，不學而能者也｡”48 他把這仁、
神槪念歸結於不慮而知不學而能的赤子之心，可知他何等重視赤子之心。
羅汝芳更發揮說：
天初生我，只是個赤子。赤子之心，渾然天理，細看其知不必慮，能
不必學，果然與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的體段，渾然打得對同過。
然則聖人之爲聖人，只是把自己不慮不學的見在對同莫致的源頭，
久久便自然成個不思不勉而從容中道的聖人也。49

羅汝芳認爲赤子之心的根本特徵，即是渾然無知，沒有受到後天見聞
知識的熏染，所以其孩笑、啼哭、食乳、視聽等行爲皆出於自然本能，是人
之自然本性的流露。所以他說：“天之春見於草木之間，而人之性見於視聽
之際｡”50 他還以自然率性釋仁，認爲赤子初生啼哭以戀母懷的自然欲求即
是“仁”，而說：“赤子出胎，最初啼叫一聲，想其叫時，只是愛戀母親懷
抱，卻指著這個愛根而名爲仁，推充這個愛根以來做人，合而言之曰‘仁者
人也’｡”51 剛出生的孩子依靠自然本能活動。這個時候還沒與母親分開，也
45
46
47
48
49
50
51

馬斯洛，《存在心理學探索》，頁124。
馬斯洛，《存在心理學探索》，頁103。
顔鈞，《顔鈞集》，頁55。
顔鈞，《顔鈞集》，頁1。
羅汝芳，《羅汝芳集》，頁74。
羅汝芳，《羅汝芳集》，頁116。
羅汝芳，《羅汝芳集》，頁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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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被一切世俗的價値判斷占領，所以純眞無垢而什麽憂患都沒有。羅汝芳
又說：
吾人與天，原初是一體，天則與我的性情原初亦相貫通。驗之赤子乍
生之時，一念知覺未萌，然愛好骨肉熙熙怡怡，無有感而不應，無有
應而不妙，是何等景象，何等快活。52

所以回復到赤子之心卽可達到聖人之境。李贄作〈童心說〉：
夫童心者，眞心也。若以童心爲不可，是以真心爲不可也。夫童心
者，絕假純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夫失卻童心，便失卻真心。失
卻真心，便失卻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復有初矣。童子者，人之初
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夫心之初，曷可失也！53

就是主張解開約束自己的所有枷鎖，回復充滿喜悅的純眞無垢的眞
己。童心具有純眞性和無意識性表現出完整的自我形象，卽表現出完善地
具備自己個性的純眞無垢的全人像。可是強調赤子之心或自然本性就被批
判爲“任情縱慾”而導致破壞禮敎，攪亂社會秩序的嫌疑。顔鈞強調“赤子之
心”時，也被質疑類似的問題，他以孔子“從心所欲不踰矩”之境來回答：
夫赤子之心，天造具足其仁神者也。胎生三月之後，未有善養其天然
者，所以夫子受生以至十五歲，卽便通曉其不慮之知，不學之能，遂
然究竟自養自操自信，只在此處做人，以保全其仁能者也。所以加時
習之學，日用之仁，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而順，
七十乃止至從心所欲不踰矩也，乃自獲全其胎生三月不慮不學之
知，能爲自樂。樂發颺其自全精神遂日用也，直透神妙莫測之變適
也，豈輕易哉！54

在顔鈞看來，生來具足仁神，不慮而知，不學而能的赤子之心，由於受
名利聲色之誘惑，聞見知識之遮蔽，難以彰顯。他說：
自天子至於庶民，無老少男女聖凡，同此天性神能，無增益也。奈何
有生以後，父母溺愛，無所不盡其驕養，養至知覺，無所不盡其喜
好。入塾敎讀，師友無所不引其識見。凡此長驅，赤心糜爛，將如何
而能復還此能之良哉！55

由上看來，顔鈞的“赤子之心”說，不是任情縱慾，而是指經歷著人生的
各個階段，最後入從心所欲不踰矩之境界，而體貼心之自然，保持心情平衡，
窮極達到開心遂樂的。在他看來，能否做到“從心”，乃是把握自己“性情”、實
現仁者境界的關鍵，由“從心率性”著手，才能真正達到開心自由的境界。
52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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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汝芳，《羅汝芳集》，頁124。
李贄，《李贄文集》第一卷，頁92。
顔鈞，《顔鈞集》，頁55-56。
顔鈞，《顔鈞集》，頁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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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斯洛證實在如果一個到達更高的成熟水平上，兩極和衝突就被融合
了、超越了、消除了。自我實現者旣是自私的又是無私的，旣是狂歡的又是
具古典美的，旣是個體化的又是社會化的，旣是與別人融合在一起的又是
與別人分離的，等等。這對“任情縱慾”的說法很好的對應。王艮說：
心本自樂，自將私欲縛。私欲一萌時，良知還自覺。一覺便消除，人
心依舊樂。樂是樂此學，學是學此樂。不樂不是學，不學不是樂。樂
便然後學，學便然後樂。樂是學，學是樂。嗚呼！天下之樂，何如此
學。天下之學，何如此樂？56

對儒家，尤其陽明學派心學，我們可稱之爲“實踐心理學”、“快樂的心
理學”。

五、結語
馬斯洛關注的是什麽是有道德的生活？什麽樣的人是道德的人？怎樣
才能把人敎育成期望和喜歡過有道德的生活的人？怎樣才能把兒童培養成
道德高尙的成人？等等問題。他認爲提出這樣的問題對心理學來說，是革
命性的轉折。他說：
數千年來，人本主義者總是企圖建立一個自然主義的、心理的價値
體系，試圖從人自己的本性中派生價値體系，而不必求助於人自身
之外的權威。歷史上出現過許多這樣的理論家，然而對於群衆性的
實際效果來說，他們通通失敗了。……但是，我確信在最近幾十年
間，心理學在科學和技術上的某種發展，使我們有可能第一次覺得
有了信心，只要我們充分艱苦地工作，這個古老的願望，卽建立從人
的本性中派生出的價値體系，就可以實現了。57

他經由存在認知，至於事實和價値的融合，要建立科學的倫理學。可是
他所謂的科學觀察經驗得到的，只是觀察幾個充分成熟的人來達成結論。總
體上來看，缺乏具體的方法，僅止於一種宣言而已。若他看到儒家“存天理，
去人欲”，“涵養省察”，“致良知”等的種種工夫方法，他的“存在心理學”更會
完整的、扎實的。反過來說，儒家對心理學的發展將會做出莫大的貢獻。
■ 投稿日：2017.05.01 / 審查日：2017.05.16-2017.07.24 / 刊載決定日：2017.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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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艮，〈雜著·樂學歌〉，《王心齋全集》卷四。
馬斯洛，《存在心理學探索》，頁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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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ng-psychology and Confucianism
JUN Byungsul

Abstract
Abraham H. Maslow is one of the main founders of Humanistic psychology. According
to him, modern people live with many different psychological problems, and among
them, loss of values is the ultimate chronic disease. He argues that since current
situations modern people are facing are more dangerous than ever in history, people
should work their way out toward reaching the goal of self-realization, thereby
improving such situations. He also states that Americans have already realized that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and economic prosperity do not offer solutions to basic value
issues, stressing the need of converting to oneself in order to establish one’s values.
Maslow, in his writing Toward a Psychology of Being, criticizes traditional
behavioristic psychology and 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 He highlights the potential
of humans, as an active being, for creating something and realizing complete
personality. He states that the final goal of Being-psychology is for humans to expand themselves from society to the universe and fulfil themselves as one part of
the organized whole. This goal corresponds with the ultimate aim of Confucianism.
Maslow is concerned about questions such as “what is a moral life?”, “what makes
a person moral?”, “how can we raise children to be morally elegant adults?” He
regards this kind of critical mind or awareness as a revolutionary transition in
psychology. He tries to set up scientific ethics where truth and values fuse together
through recognizing the being. What he means by “science” is scientific ethics acquired through observation and experience, especially by emulating fully mature
people. However, this is just an empty statement lacking concrete steps.
Confucianism has their way of practice such as “cun tianli qu renyu” 存天理去人
欲, “hanyang xingcha” 涵養省察, and “zhi liangzhi” 致良知. If Maslow had known
such ways of practice in Confucianism, his Being-psychology would have been
more perfect and sound.
Keywords: Abraham H. Maslow, Being-psychology, Confucianism, scientific ethics,
valu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