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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超個人心理學的儒學之可能——以劉蕺山為例*
廖俊裕
南華大學生死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碩士研究

摘 要
儒家心性學「十字打開」，以自我為起點，就橫的部分，開創人倫物我關係；就縱
的部分，開創天人性命相貫通關係。人倫關係易見，天人關係難尋，論者易忽視縱的部
分。
晚近新時代運動盛行、心理學興盛，已造成「不容許心理學文盲」的現象，儒學之
經世性格，以往已開展其與心理學中如意義治療學等對話的經驗，前人亦已論述，由「人
本心理學」進到「超個人心理學」，為儒學發展的可能面向之一。
本文設想作為超個人心理學的儒學如何可能？取材的文本主要為宋明儒學，尤其是
集大成的劉蕺山思想，這是因為整個宋明儒學的問題意識在於「尋求天地萬物一體之意」、
「大我之尋證」(錢穆先生語)之超個人經驗的落實。
由劉蕺山材料，從其超個人經驗的論述，再到實踐的策略「聖學喫緊三關」，做為
超個人心理學的儒學乃有其成立之可能。
關鍵字：儒學、超個人心理學、高峰經驗、劉蕺山、聖學喫緊三關

壹、前言
本文要探討〈作為超個人心理學的儒學之可能〉，研究動機有數點。
一、儒家超個人經驗易被忽視
陸象山曾云：「夫子以仁發明斯道，其言渾無罅縫。孟子十字打開，更無隱遁，蓋
時不同也。」1孔子以「仁」為其學說的宗旨，當時弟子就很不容易理解，因此在《論
語》中，我們可以看到許多弟子問「仁」的意義。馬浮也以「問仁」、「問孝」、「問政」
為《論語》三大問。這「仁」的意義之說清楚，按照象山的意見，孟子已經將其十字打

*本文曾發表於「儒學與新儒學學術研討會」(南華大學哲學與生命教育碩士班)，2016.5.13。承蒙與會學
者與本刊隱名審查委員的精闢建議，惠我良多，已盡量參酌修改，銘感五衷。
1
陸象山：《陸九淵集．語錄上》(北京：中華書局，1980)，頁 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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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更無隱遁。所謂「十字」，以自我良知良能為起點，橫的部分「親親而仁民，仁民
而愛物」(盡心上 45)，縱的部分「盡心知性知天」(盡心上 1)，蔡仁厚先生曾以簡圖示
之，如圖一。

圖一「十字打開」圖2

這十字打開已將孔子仁道打開，本來應已清楚，但論者不容易知曉，容易囿於常識，以

2

蔡仁厚：
《孔孟荀哲學》(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4)，頁 228。本文審查者意見：
「本論文主軸企圖以
「高峰經驗」證成／即是儒學，似乎將儒學拘限於高峰經驗？」本文回應於下，儒學本是內聖外王之
學，由此圖一即可得知，本文論述儒學也有超個人心理學面向，也有超個人心理經驗(高峰經驗)，但
不是就限制儒學在高峰經驗上，由後文儒學從人本心理學到超個人心理學的論述即可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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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儒家主張只是尋常人倫道理，如佛學泰斗印順法師曾經為文評論儒、釋、耶三教，對
於儒學，他的評論如下：
儒家過分著重庸常的人行，缺乏豐富的想像，信願難得真切，勇德也就不能充分
的發揮。由於「希賢」
、
「希聖」
，由於「天理」
、
「良心」
，由於「畏天命，畏聖人，
畏大人之言」
：從此信願而來的「知恥近乎勇」
，難於普及到一般平民，也遠不及
「希天」
、
「願成佛道」的來得強而有力。在儒文——理學復興的陶冶下的中國民
族，日趨於萎靡衰弱；不能從信願中策發勇德，缺乏堅韌的，強毅的，生死以之
的熱忱。無論從人性的發揚，中國民族的復興來說，對於策發真切的信願而重視
勇德，為儒者值得首先注意的要著。3
在印順法師的眼光下，被蔡仁厚先生視為天挺人豪的宋明理學諸家，個個缺乏堅韌的、
強毅的、生死以之的熱忱，而之所以如此，正是印順法師只看到儒家重視庸常的人行，
而忽略了心性天通而為一，萬物皆備於我的十字打開縱軸。
二、儒家心理學領域的開拓
在現代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經濟學和心理學甚為發達。出版商熟悉社會脈動，遠
流出版社發行人王榮文先生發現，近幾年來，心理學與經濟學並列臺灣兩大「顯學」，
他更宣稱：在現代社會裏，
「已經不容許『心理學文盲』的存在！」4「心理學熱」一直
是臺灣多年來的現象。儒家本具經世性格，如何發展儒學心理學以攝受提升社會，也是
時代任務之一。佛學、天主教神學在此經營比起儒學更早更廣。5以往儒家的心理學領
域探索，大多集中在人本心理學（Humanistic Psychlogy）部分，由人本心理學以迄晚近
之超個人心理學（Trans-personal Psychology，或譯精神心理學、精神學）的發展方向，
也是值得發展的一個領域。
人本心理學內容基本上如下：
人本心理學家對人的創造力、愛、內在本然、存在（狀態）
、蛻變過程、個己性、
意義、知覺、現實、統整感與自我一致性等課題均極為關注。6
這些都是儒家心性學的重要面向，也就是儒學所謂的「立己」的工夫，而儒學這「己」
顯然如 Freud（1856-1993）之自我（ego）顯然不同，和人本心理學所謂的自我（self）
較有其家族性的相似性。7
3
4
5

6

7

釋印順：《學佛三要》
（高雄：淨心印經會，1990）
，頁 69-70。
參見遠流出版社《大眾心理學全集》「出版緣起」。
如有名的鈴本大拙與 E.Fromm 合著的《禪與心理分析》，或由唯識學開展的「佛學心理學」
，或由達賴
喇嘛率領其下的喇嘛與學術界的合作，研究人禪定下各種腦波或身心等變化的觀察。參 D.T. Suzuki,
E.Fromm, and R.De Martino, 《Zen Buddhism and Psychoanalysis》, New York:Grove Press , Inc, 1963。
白雲法師：
《唯識心理學》(彰化：佛印出版社，無出版年月日)，以及台北：眾生出版社一系列著作。
天主教機關單位光啟出版社更是民國 80 年，就翻譯出版超個人心理學的相關書籍，取名「心靈遠眺」
叢書，如 Valles, Carlos G 的《拒作二手人》
、Ken Wilber 的《事事本無礙》
、Piero Ferrucci 的《明日之我》
等書，都是超個人心理學重要經典。
參 Tony Merry 著，鄭玄藏譯：
《人本心理學入門》(台北：心理出版社，1997)，頁 4。
簡言之，ego 所說的自我，是一個封閉自我，而人本心理學是開放的自我，參 Tony Merry 著，鄭玄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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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重「自我實現」的人本心理學顯然並不能範圍住儒學，原因之一是因為她少了
，8在缺乏超越性因素下，原本
人的「超越性（transcendence）或靈性（Spiritual）層面」
健康的人本心理學由強調自我（self）卻變成「不健全的自我中心……例如自愛變得自
私，自由變成不負責任，自我肯定變得不顧他人，自我接受也變成自我放縱……」
，9因
此 Abraham Harold Maslow (1908-1970)、Carl Rogers (1902-1987)等人開始反省這些社會
現象，後來 Maslow 修正了他的有名的「需求層次理論」，1969 發表一篇重要論文〈Z
理論〉（Theory Z），修正如下表：

表一 需求層次理論
Z 理論

6 最高需求

Y 理論

5 自我實現

超越性

靈性之需求

4 受人尊重
3 愛與隸屬
X 理論

2 安全
1 生理

Maslow 用了許多不同的字眼描述 Z 理論層次，如超個人、超越、靈性、超越自我、神
祕的、有道的、超人本的、天人合一等……，並將「高峰經驗」放在這一層次上。10
從 Maslow Z 理論的描述語來看，配合上文所說「十字打開」的縱軸部分，儒家在
這方面有許多資源可供討論。尤其在宋明儒學的領域上，這是因為宋明儒學的問題意識
就在於「尋求天地萬物一體之意」
、
「大我之尋證」之超個人經驗的落實。11因此本文便
以宋明儒學做為探討的材料依據，尤其集中在宋明儒學最後的殿軍集大成者劉蕺山身
上。

貳、儒者的高峰經驗
超個人心理學中，強調超個人的超越經驗，這種經驗，超個人心理學以「高峰經驗」
(peak experience)或「高原經驗」(plateau experience)，這兩個概念基本上為 Maslow 晚

譯：
《人本心理學入門》(台北：心理出版社，1997)，頁 14。
參李紹崑編：
《精神學研究》(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8)，頁 233。
9
參李安德著，若水譯：《超個人心理學》(台北：桂冠圖書公司，1998)，頁 187。
10
參李安德著，若水譯：
《超個人心理學》(台北：桂冠圖書公司，1998)，第七章。此處的論述另參廖俊
裕：〈從「人本心理學」到「超個人心理學」——儒學「學統」建立的一個面向〉，《研究與動態》第
五輯 2002.4，頁 11-16。
11
錢穆：
《國學概論》(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0)，頁 25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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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所創，後者尤為晚出。兩者原則上意涵相同，都是指涉某種超越經驗，具有超越自我；
超越時空與萬物合一的特色；或者有超越邏輯分析之直觀絕對本體的洞明；和神聖平靜
的統整感，一切俱足。這種經驗歷來許多儒者悟道證體的經驗。12兩者最大的區別是現
實時間上的維持度。
「高原經驗」是長時期的「高峰經驗」
，因此就熊十力先生的術語來
說，
「高峰經驗」或「高原經驗」兩者同質，但高峰經驗屬於一時的「覺受」
，而高原經
驗是「證量」，所謂覺受就是一時感受、體驗，但個人身心上還沒有很確定、把握的途
徑和策略能將其落實到日常生活的身心上，這也是超個人心理學早期發展中，非常重視
迷幻藥等藥物來達成高峰經驗的再現之緣故。13超個人心理學健將 Grof 更是主張可用
迷幻藥來達成高峰經驗覺受之進路。14所謂「證量」，有「證量者，證得本體故名」的
意義15，有「證得之量」的意思。因此證量就不是一時的覺受了。
不過，由於高原經驗在 Maslow 逝世前幾天才把這個概念發展出來，一般學術界或
是期刊論文，還是以「高峰經驗」為主要的討論媒介，因此底下我們的討論仍以「高峰
經驗」為主，只不過為了照顧 Maslow 去世前幾天的高原經驗特色，我們在使用「高峰
經驗」這個詞語時，記得他已經不是一種單純的覺受而已。
高峰經驗也是一種神祕經驗，因此在上文也說到 Maslow 也愛用「超個人、超越、
靈性、超越自我、神祕的、有道的、超人本的、天人合一……」等詞語來描述形容「高
峰經驗」
。16 歷來也有學者用神祕主義的觀點來討論儒家的這種高峰經驗，如陳來、溫
帶維、楊儒賓、秦家懿、唐經欽、王菡、廖俊裕等先生都有一些著作，17

12

13

14

15
16

17

高峰經驗的四大特性，請參林月惠：
〈論聶雙江「忽見心體」與羅念菴「徹悟仁體」之體驗─一種「現
象學的描述」之理解〉
，《鵝湖》260 期，1997.2，頁 33、28。
Brant Cortright 著、易之新譯：
《超個人心理治療：心理治療與靈性轉化的整合》(台北：心靈工坊出版
社，2005)，頁 234-260。
Stanislav Grof 著、方明譯：《意識革命：人類心靈的終極探索》(台北：生命潛能出版社，1997)，頁
22。
熊十力：〈略談新論旨要（答牟宗三）〉
，《十力語要初續》
（台北：明文書局，1990）
，頁 8。
參李安德著，若水譯：
《超個人心理學》(台北：桂冠圖書公司，1998)，第七章。此處的論述另參廖俊
裕：〈從「人本心理學」到「超個人心理學」——儒學「學統」建立的一個面向〉，《研究與動態》第
五輯 2002.4，頁 11-16。
參陳來：
〈心學傳統中的神秘主義問題〉
，收入陳來：
《有無之境－－王陽明的哲學精神》
（北京：人民
出版社，1991）附錄。溫帶維：
《程明道與聖德里的威廉的密契主義思想之比較研究》
，香港中文大學
哲 學 系 博 士 論 文 ， 1999 ， 溫 帶 維 ：〈 程 明 道 是 否 一 個 神 秘 主 義 者 ？ 〉， 香 港 人 文 哲 學 會 網 頁
http://humanum.arts.cuhk.edu.hk/~hkshp/thesis.html，2016.5.9 查詢。楊儒賓：
〈孟子與冥契主義〉
，紀念
孔子誕辰 2545 周年國際儒學研討會，北京：國際儒聯會，1994。楊儒賓：〈新儒家與冥契主義〉
，第
三屆當代新儒學國際學術會議，香港：中文大學，1994，後修改收入陳德和主編：《當代新儒學的關
懷與超越》（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楊儒賓：〈論《中庸》、《易傳》生生思想的冥契主義〉，《第
一屆宗教文化國際學術會議》
，佛光大學，1995。楊儒賓：
〈宋儒的靜坐說〉
，
《理論與實踐》研討會，
東吳大學中文，1999，後修改發表於《台灣哲學研究》第四期，2004.3。楊儒賓〈理學家與悟〉，第
三屆國際漢學會議，中央研究院，2000.06。唐經欽：
〈儒學是否有神祕主義傾向〉，
《鵝湖》303 期，
2000.9，王菡：
〈《禮記．樂記》是神祕主義嗎？〉
，《鵝湖》305 期，2000.11。Julia Ching（秦家懿）,
Confucianism and Christianity: A Comparative Study (Tokyo:Kodansha International, 1977)。廖俊裕：〈作
為神祕主義的蕺山學〉
，南華大學文學系主編：
《傳播、交流與融合——明代文學、思想與宗教學術研
討會論文集》(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5.8)，頁 307-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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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採取林月惠先生的觀點，不由比較宗教學立場的神祕主義立場來論述，而由超
個人心理學高峰經驗來立論，主要的原因，在於林月惠先生曰：

筆者認為以「高原經驗」來理解宋明儒者的頓悟、見體工夫——猶如雙江的「忽
見心體」
、念菴的「徹悟仁體」
，不僅能避免「神祕經驗」一詞可能夾雜的歧義性
與不確定感，甚或實踐上的偶然性；相對的，它能對儒者的頓悟、見體工夫，提
出正面且積極的意義與價值。18
以上林月惠先生所言幾乎是很多學者的感受，例如楊儒賓先生也說：
「中國哲學的『悟』
之體驗是個大黑洞，任何文字掉進此一敘述了，好像都不能自拔，破碎不成片段。」19
因此若能轉換學術場域而避免其歧義性、不確定性、黑洞等性質，確實有其時代上的本
質需求。
宋明儒者就其見道經驗而言，所在都有。以劉蕺山而言，他在 37 歲時，
《年譜》三
十七歲（萬曆 42 年甲寅，1614）記載：
「閉門讀書，久之，悟天下無心外之理，無心外
20
之學，著〈心論〉
。」 〈心論〉是蕺山常被引用為其乃心學派別的文獻，21但要注意，
蕺山此論乃是自己悟見心為萬化之本，在此之前，蕺山只言及濂溪、伊川、朱子等人，
其對於陽明良知的接受是在 49 歲天啟六年遍讀有明諸儒文錄而成《皇明道統錄》之際。
22
〈心論〉：
只此一心，自然能方能圓、能平能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平者中衡，直者中
繩，四者立而天下之道冒是矣。際而為天，蟠而為地，運而不已，是為四氣。處
而不壞，是為四方。生而不窮，是為萬類。建而有常，是為五常。革而不悖，是
為三統。治而有憲，是為五禮六樂八徵九伐。陰陽之為易，政事之為書，性情之
為詩，刑賞之為春秋，節文之為禮，升降之為皇帝王霸，皆是也。只此一心散為
萬化，萬化復歸一心。元運無紀，六經無文。五禮六樂八徵九伐無法，三統無時，
五常無跡，萬類無情，兩儀一物，方游於漠，氣合於虛，無方無圓，無平無直，
其要歸於自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大哉心乎，原始要終是故知死生之說。23
從這段引文中，我們可以看到蕺山的這次高峰經驗，超越自我(只此一心散為萬化，萬
18

19

20
21

22

23

林月惠：
〈論聶雙江「忽見心體」與羅念菴「徹悟仁體」之體驗─一種「現象學的描述」之理解〉
，
《鵝
湖》260 期，1997.2，頁 28。
楊儒賓：
〈死生與義理──劉宗周與高攀龍的承諾〉
，收入鍾彩鈞主編：
《劉蕺山學術思想論集》
（台北：
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籌備處，1998）
，頁 534。
戴璉璋、吳光主編：
《劉宗周全集》
（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7）
，冊五，頁 150。
如黃宣民：
〈蕺山心學與晚明思潮〉
，收入鍾彩鈞主編：
《劉蕺山學術思想論集》
（台北：中央研究院中
國文哲所籌備處，1998），頁 231。楊祖漢：〈從劉蕺山對王陽明的批評看蕺山學的特色〉，收入鍾彩
鈞主編：
《劉蕺山學術思想論集》
（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籌備處，1998）
，頁 37。東方朔：
《劉
蕺山哲學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頁 42-43。
參東方朔：《劉蕺山哲學研究》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頁 43。勞思光：
《新編中國哲學史》
三下（台北：三民書局，1987）頁 568。鄭宗義：
《明清儒學轉型探析──從劉蕺山到戴東原》
（香港：
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
，頁 41。
戴璉璋、吳光主編：
《劉宗周全集》
（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7）
，冊五，頁 15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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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復歸一心)、超越時空而達到一絕對永恆的境界（元運無紀，六經無文。五禮六樂八
徵九伐無法，三統無時，五常無跡，萬類無情，兩儀一物，方游於漠，氣合於虛，無方
無圓，無平無直，其要歸於自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但這高峰經驗又不是死寂，此心又
能流出而為天地宇宙萬物（際而為天，蟠而為地，運而不已，是為四氣。處而不壞，是
為四方。生而不窮，是為萬類。）

叁、高峰經驗如何證得
高峰經驗如何證得？這牽涉到各家的工夫論。一般說來，超個人心理學的對於高峰
經驗的覺受體證，有幾個方法，一個就是藉著迷幻藥、致幻劑；第二個是靜心冥想；第
三個生理回饋。24這三種方法中，第三個方法嚴格說不是方法，因為他只是一種儀器的
回饋，如你靜心冥想，深呼吸或短呼吸等，透過儀器，讓你知道心跳、體溫、血流速度、
腦波等變化。因此真正的方法應該是兩大類，一類依靠外界(如迷幻藥、藥物、死藤水
等)，一類依靠自身的靜心冥想。第一類目前很多地區是不合法的，因此只能算是特別
的方法，而沒有普遍性，而且，藥效過了之後，也會從那個經驗中掉下來，因此也是不
究竟的方法，茲不論之。第二個方法，靜心冥想的方法，其入路基本上有三個方式，從
身體入手、從呼吸入手、從感官覺察或觀照。25從身體入手走的是如瑜珈、太極拳、動
態靜心、舞蹈靜心、旋轉靜心(如蘇菲舞蹈)。從呼吸入手，如禪修、九節佛風、寶瓶氣
等。從感官覺覺查或觀照，這個頗似於現代社會就流行的正念覺察，透過葡萄乾禪，來
訓練對於身體五感的覺察等。26
以宋明儒學來說，各家宗旨不同，其證體產生途徑也有所差異。象山的「先立其大」
、
朱熹的「格物致知以至於豁然貫通」、「涵養需用敬、進學在致知」、甘泉的「隨處體認
天理」、陽明的「致良知」、羅洪先的「主靜無欲」、劉蕺山的「慎獨」等等。這些方法
和上段所說的靜心冥想，有些相同，又有差異。包含牟宗三先生所說的「內在的逆覺體
證」、「超越的逆覺體證」兩種路數。底下權以劉蕺山的思想體系來做論述。
蕺山的思想，因為厭惡陽明後學的「情識而肆、虛玄而蕩」的含糊籠統，因此非常
注意到達的歷程次第，以避免陽明後學的流弊。通常說到蕺山學的實踐次第，學者常以
《人譜》為代表，27可是《人譜》比較重視由內至外，量上的展開——「一曰：凜閒居
以體獨、二曰：卜動念以知幾、三曰：謹威儀以定命、四曰：敦大倫以凝道、五曰：備
24

25

26

27

劉鵬：
〈試析超個人心理學及其關於意識的研究〉
，
《臨沂師範學院學報》第 28 卷第 6 期，2006.12，頁
132-133。
Brant Cortright 著、易之新譯：
《超個人心理治療：心理治療與靈性轉化的整合》(台北：心靈工坊出版
社，2005)，頁 153-156。
參 Bob Stahl, Ph.D.、Elisha Goldstein, Ph.D.著、雷淑雲譯：
《減壓，從一粒葡萄乾開始：正念減壓療法
練習手冊》(台北：心靈工坊出版社，2012)，頁 49-53。
如牟宗三、古清美、何俊、黃敏浩等先生皆是如此，參牟宗三：
《從陸象山到劉蕺山》
（台北：台灣學
生書局，1984）
，頁 521-536。古清美：
〈劉宗周實踐工夫探微〉
，何俊：
〈劉宗周的改過思想〉
，二文皆
收入鍾彩鈞主編：
《劉蕺山學術思想論集》
（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籌備處，1998）
，黃敏浩：
《劉
宗周及其慎獨哲學》（台北：台灣學生書局，2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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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行以考旋、六曰：遷善改過以作聖。」28對於高峰經驗「對終極實體的直接經驗」也
有不錯的討論，但較常見，本文將以其鮮為人所注意的「聖學喫緊三關」來論述其達到
高峰經驗的實踐次第。
〈聖學喫緊三關〉是哪三關？〈人己關〉、〈敬肆關〉、〈迷悟關〉。蕺山認為從凡夫
到達聖人有三個關卡：
〈人己關〉
、
〈敬肆關〉
、
〈迷悟關〉
。這三關的結構是先有小序，再
皆引孔子、孟子、周子、程子、張子與朱子之說，偶加按語，每關後加一跋與「銘」
。29
對於我們現在詮釋的高峰經驗而言，恰巧是從普通經驗提升到高峰經驗的次第之描述。
一、人己關
〈人己關〉的小序曰：
學莫先於問途，則人己辨焉。此處不差，後來方有進步可規。不然，只是終身擾
擾而已。故擬為第一關，俾學者早從事焉。
（〈聖學喫緊三關〉
，
《劉宗周全集》二，
頁 223，49 歲。）
要進入絕對的高峰經驗發生，首先必須分辨「為己／為人」，因為這樣的分辨正是高峰
經驗（使天理的無限性、絕對性呈現於身）與普通經驗（欲見知於人而追求俗世的名利）
之區別，所以蕺山一開頭就引孔子的話：
「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蕺山按：
「為
是主意」）、「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蕺山按：「求是下手」）30，而歸之義利之辨。
跋有言：「為己為人，只聞達之辨說得大概已盡。後儒又就聞中指出許多病痛，往往不
離功名富貴四字，而蔽之以義利兩言。」31蕺山以為要體現絕對的天理，像小人那般只
重視在別人心目中的名聲，是沒辦法的，因為這樣仍然在一般的主客對立之中，便不容
易到達「絕對的天理境界」，以體會無限。這裡要注意的是，所謂「君子求諸己，小人
求諸人」中的「小人求諸人」其實是為了他自己，讓他人感受到自己的重要，「君子求
諸己」其實是已破除了自我，所以「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如果依字面上看，
「君子求諸己」中的「己」要以現代話「自我」來說明的話，它也是一種「開放性的自
我」（self，其實可說是無我的，所以才會有「萬物一體」高峰經驗特色發生），而「小
人求諸人」其實正是為了他的自我（ego，封閉性的自我）32，故只能停留在普通經驗。
此即蕺山在評陽明所說：「君子之學，為己之學也。為己，故必克己，克己則無己。無
己者，無我也。世之學者，執其自私自利之心，而自任以為為己；漭焉入於隳墮斷滅之
中，而自任以為無我者，吾見亦多矣。」的評語為「字字為近世學者頂針」之故也。33
而要如何破除現實自我（ego）的限制而向上往高峰經驗出發呢？蕺山提出「義利之辨」，
他認為就一般人的自我而言，最在乎的便是「利」、「功名富貴」，因此可以由追求「功
名富貴」念頭的去除來破除自我34，也就是說，當遇到任何事時，人的行事準則是義還
28
29
30
31
32
33
34

見《人譜》
，《劉宗周全集》二，頁 5-10，57 歲。
〈聖學喫緊三關〉
，《劉宗周全集》二，頁 223-264，49 歲。
〈人己關〉
，《劉宗周全集》二，頁 223，49 歲。
〈人己關〉
，《劉宗周全集》二，頁 230-231，49 歲。
參杜維明：《現代精神與儒家傳統》
（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96）
，頁 58
《陽明傳信錄》二，
《劉宗周全集》四，頁 38-39，61 歲。
「去除功名富貴」與「去除追求功名富貴的念頭」不同，蕺山當不反對功名富貴，否則何以參加科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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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利，由此可以來判斷第一關實踐的成果。如果「人／己」
、
「義／利」分辨的清楚，則
在高峰經驗的歷程上，便打下很穩固的根基，見了「貨、色」也立得定，35便不易發生
受外界引誘，而又分心於「為人之事」上，或意志不堅，常於其中衝突 ，如因某些原
因（如才能，因為君子未必有才，小人大皆有才）36被輕視瞧不起，便考慮是不是也要
努力於世人所謂的成功——功成名就、賺大錢，畢竟在俗世社會中，
「錢就是尊嚴」
、
「錢
就是自由」，這當然是束縛於名利財富的假尊嚴、假自由，也是一時的、虛幻的，只能
囿於普通經驗，比不上絕對的道體現在自身時之徹底解放的絕對自由與吾性自足的高峰
經驗，此正是蕺山在此引用濂溪「君子以道充為貴，身安為富」的緣故。37所以對於高
峰經驗而言，「聖學喫緊三關」中的第一關「人己關」是個很重要的一關，消極來說，
它可以防止如上的順軀殼或功名富貴起念而停留在普通經驗的流弊，這個流弊堵住了，
就確定可以只往積極面走——「高峰經驗的呈現」，但在證體這條路要如何走得穩當，
而沒有人生路滑現象呢？這就進到第二關〈敬肆關〉。
二、敬肆關
第一關〈人己關〉的工夫實踐後，並不是就意涵著已到天理呈現的絕對無限境界，
因為一個人以為他全都依「義」行事時，這裡面是否可能摻有雜質呢？這是可能的，蕺
山曰：「然為己之中儘有夾帶為人處。」 38這就是蕺山所謂的「己以內又有己焉」的意
思，〈敬肆關〉的小序曰：
學以為己，己以內又有己焉。只此方寸之中作得主者是，此所謂真己也。必也主
敬乎？是為學人第二關。
（〈聖學喫緊三關〉
，
《劉宗周全集》二，頁 232，49 歲。）
從這裡可以看出蕺山「小心謹慎」
、
「戒慎恐懼」
、
「戰兢惕厲」
、
「細密」地區別證量，蕺
山這個考慮是有他的歷史因素的，身處晚明時代的他，目睹許多學者實踐王陽明「致良
知」工夫時，造成「情識而肆，虛玄而蕩」，也就是說良知中摻有情識意氣，而卻認為
都是良知；或者流入虛無，而視忠孝名節於無物。而這些人都認為他們都是實踐良知的，
心靈狀態限於普通經驗卻以為是在絕對經驗層次，因此就必須再加以檢擇，這個檢別的
原則不能再放在「致良知」上，因此他接著提出第二關〈敬肆關〉，沒有敬，良知就很
可能是情識所偽裝的（例如：行善卻是為了彰顯自我能力的厲害或是滿足自我的尊嚴感），

35

36

37
38

以實現內聖外王的理想，蕺山曰：「既為儒者，若定要棄去舉業為聖學，便是異端。只要體勘我為舉
業念頭從何起見。」見〈會錄〉
，《劉宗周全集》二，頁 622，66 歲。
蕺山引朱子的話：
「學者不於富貴貧賤上立得定，則是入門便差了。又曰：吾輩於貨、色兩關打不透，
更無話可說。」見〈人己關〉
，《劉宗周全集》二，頁 229，49 歲。
世人容易見到君子之短、小人之長，君子和小人爭勝，常常也是小人勝利。高攀龍曰：「君子必有所
短，小人必有所長。君子難親，小人易比。故世人於君子惟見其短，於小人惟見其長，無怪乎好惡乖
方用舍倒置。」見高攀龍：《高子遺書》
（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
，卷 1，頁 25-26。蕺山曰：
「世道昌明之日，其君子必身任天下之勞，而遺小人以逸；世道艱危之日，其君子必身犯天下之害，
而遺小人以利。當君子小人相安之日，則恬者必為君子，競者必為小人；當君子小人爭勝之日，則勝
者必為小人，負者必為君子。」
（〈學言上〉
，《劉宗周全集》二，頁 433，46 歲。）蕺山又曰：
「凡叛
道之人都是聰明漢。」
（〈學言下〉，
《劉宗周全集》二，頁 550，66 歲。）
〈人己關〉
，《劉宗周全集》二，頁 225，49 歲。
〈會錄〉，
《劉宗周全集》二，頁 604，57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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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敬肆關〉中，所引孔子的話大部分都是偏於防非止惡類別，如「修己以敬」
、
「君
子有三戒」
、
「君子有三畏」
、
「君子有九思」
、
「德之不修」39，就第二關而言，比起第一
關而言，實在隱微多了，故也不容易察識，非心思細密而工夫詳實難以檢別，如此，消
極上，以「敬」來擋住「情識混同絕對的良知」
、
「虛玄而蕩」的流弊，更加安穩的走在
成聖路上；積極面上，可以往「天理」的絕對無限境界走。
孫中曾先生闡述第二關〈敬肆關〉時，說到：
值得注意的是「敬」所具有的兩面性質，既是下手的態度又是對「方寸之中」的
持守工夫，劉宗周對「敬」的詮釋與日後所發展的「慎獨」有密切的關係，但在
早期的思想中，「敬」就足以走上成聖之路。40
孫先生在此對於「敬」的詮釋，前半段是對的，因為蕺山的「敬」是工夫也是境界41，
而蕺山初為學依《姚譜》26 歲條的記載：
「自此勵志聖賢之學，謂入道莫如敬，從整齊
嚴肅入。」42也是從「敬」入道的，雖然如此，不過我們要注意蕺山 48 歲公開「慎獨」
作為學問的宗旨，43蕺山 49 歲寫〈聖學喫緊三關〉
，這時就把「慎獨」運用上去，既然
把「慎獨」運用上去，為何這裡還使用〈敬肆關〉，強調「主敬」、「主一」呢？所謂把
「慎獨」運用上去，就是「慎獨」成為學問貫穿的宗旨，徹上徹下的，所以曾先生在此
說：「但在早期的思想中，『敬』就足以走上成聖之路」，他用上「足以」兩字表示是充
分條件，這是可商榷的。事實上，蕺山認為只有在第二關才用「主敬」的工夫，第三關
〈迷悟關〉就不用了，所以他在第三關評論到：
「吾儒專言『敬』字亦有弊」
，44還是回
到「慎獨」的工夫上，蕺山在〈敬肆關〉的跋說到：
敬之一字，自是千聖相傳心法，至聖門只是箇慎獨而已。其後伊洛遂以為單提口
訣，朱子承之，發揮更無餘蘊。儒門榜樣，於斯為至。
（〈敬肆關〉
，
《劉宗周全集》
二，頁 247，49 歲。）
換句話說，蕺山以為這「主敬」只是程朱等人的單提口訣，對於「聖門」而言的單提口
訣應該是放在「慎獨」
，所以他才說「至聖門只是箇慎獨而已」
，這裡面，蕺山說「慎獨」
為單提口訣，而〈敬肆關〉又用「主敬」的工夫，是否有矛盾，為何不用慎獨呢？這就
牽涉到蕺山用「慎獨」為學問宗旨的意思是什麼？他並不是要取消其他工夫，而是要統
攝其他工夫，而使學者在入手處、得力處、用處、到手處皆有依循的準則而無弊，而徹
上徹下、徹頭徹尾、徹始徹終。但是在各個階段使用「慎獨」工夫時，依當時的情境與
次第而呈現為種種的工夫相，蕺山曰：
39

40

41
42
43

44

〈敬肆關〉
，《劉宗周全集》二，頁 232-233，49 歲。在此關中，蕺山引孔子的話只有 6 章。孟子只有
1 章。這三關中，蕺山引孟子的話都非常少，和象山隨口皆孟子的話完全不似。
孫中曾：〈證人會、白馬會與劉宗周思想之發展〉，收入鍾彩鈞主編：《劉蕺山學術思想論集》（台北：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籌備處，1998）
，頁 512。
蕺山此處的敬是工夫，也是境界，所以蕺山才會和〈人己關〉
、〈迷悟關〉同列。
《姚譜》26 歲條，《劉宗周全集》五，頁 111，26 歲。
參廖俊裕：
《道德實踐與歷史性——關於蕺山學的討論》
，嘉義：中正大學 2003 年中文所博士論文，第
2.3.3.1 小節，頁 48-54。
〈迷悟關〉
，《劉宗周全集》二，頁 253，49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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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微之地，是名曰獨，其為何物乎？本無一物之中而物物具焉，此至善之所統會
也。致知在格物，格此而已。獨者物之本，而慎獨者格之始事也。……自聞自見
者，自知者也。吾求之自焉，使此心常知、常定、常靜、常安、常慮而常得，慎
之至也。慎則無所不慎矣，始求之好惡之機，得吾誠焉，所以慎之於意也；因求
之喜、怒、哀、樂之發，得吾正焉，所以慎之於心也；又求之親愛、賤惡、畏敬、
哀矜、敖惰之所之，得吾修焉，所以慎之於身也；又求之孝、弟、慈，得吾齊焉，
所以慎之於家也；又求之事君、事長、使眾，得吾治焉，所以慎之於國也；又求
之民好、民惡，明明德於天下焉，所以慎之於天下也。而實天下而本於國，本於
家，本於身，本於心，本於意，本於知，合於物，乃所以為慎獨也。慎獨也者，
人以為誠意之功，而不知即格致之功也，人以為格致之功，而不知即明明德於天
下遞先之功也。
《大學》之道，一言以蔽之，曰慎獨而已矣。
（《大學古記約義》，
《劉宗周全集》一，頁 761-762，52 歲。）
在這段引文中，可以看到蕺山如何把「慎獨」用在各個階段或情境。包含格物、致知、
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與平天下種種的「階級次第」45，認為是「慎獨」使用
在物、知、意、心、身、家、國、天下上的工夫面相，這就是蕺山以「慎獨」為宗旨的
意思。
所以蕺山在〈聖學喫緊三關〉中，還是用「慎獨」，作為其中工夫的實踐，只是在
第二關〈敬肆關〉時，特別標明慎獨在這個階段呈現的外相就是「主敬」，過了這個階
段，相應於內外在的情境，就必須回到「慎獨」上面（其實並沒有離開），就有如上段
《大學古記約義》中的引文，將慎獨工夫用在物、知、意、心、身、家、國、天下上，
而得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的工夫一般。
〈敬肆關〉用「敬」為工夫，消極地來說，就容易擋住「情識混同良知」
、
「虛玄而
蕩」的流弊，積極地說，敬才能尋得小序中所說的「真己」，即真正的自我，這真正的
自我一步步地實現，如何才臻極致徹底以達到高峰經驗境界？這便進入第三關〈迷悟
關〉。
三、迷悟關
〈迷悟關〉小序說到：
由主敬而入，方能覿體承當，其要歸於覺地，故終言迷悟。學者越過此關而學成。
（〈聖學喫緊三關〉，《劉宗周全集》二，頁 248，49 歲。）
蕺山認為當人由主敬而入，在〈敬肆關〉中，慢慢可以「覿體承當」，也就是人慢慢對
於「天理」之證得有所得力，對於許多的誘惑、迷惑皆能有所承當，最後便可歸於覺地，
而學成。
但到底覺地於何處？什麼是覺地？如何確定高峰經驗的完成？證得絕對本體？蕺
45

《大學古記約義》
，《劉宗周全集》一，頁 752，52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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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沒有明講。蕺山於此引孔子「未知生，焉知死」、「朝聞道，夕死可矣」、唯一引孟子
語者「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壽不二，
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46，已經暗指「生死關」為覺地，所以他說「學問勘到生
死關始真」47，這個生死問題可以作為學問的勘驗處，必做到破除生死才是學成，所以
在唯一孟子之引文後之按語是「直到夭壽不二時，方是知性、知天真切篤實處。故曰：
『所以立命也。』是謂行解俱盡。」48在夭壽不二而了生死時，才是真切篤實地知性、
知天，才可謂行解「俱盡」，才能說到高峰經驗的真正體證，可知這「迷悟關」與「生
死關」是很密切的，「生死」的恐懼可以拿來做普通經驗與高峰經驗的區別，從這裡也
可以知道為何當高峰經驗發生時，大都是能坦然的接受死亡、無懼於死亡，而有上文強
調的「神聖平靜感」。不過蕺山以為「死亡」不是人要處理的對象，人的問題意識還是
要放在「生」上，而非「死」上，因此他在孔子「未知生，焉知死」後的按語是：「生
而知，只是知此生；學知、困知，只是知此生。」49因為由知此生，便可了生死也。所
以在迷悟關的最後一段話是引朱子所說的：
答吳公濟曰：
「來書云：
『夫子專言人事、生理，而佛氏兼人鬼生死而言之。』某
謂不知生死為一乎？為二乎？若以為一，則專言人事、生理者，於死與鬼神固已
兼之矣，不待兼之而後兼也。若須別作一頭項窮究，則是始終幽明，確有間隔也。」
（蕺山按：他本說「未知生，焉知死」
。）
（〈迷悟關〉
，
《劉宗周全集》二，頁 263，
49 歲。）
朱子認為，如果生死是一，則只言生，便包括死了；如果不是一，則幽明之間，確有間
隔，則還是要從生著手，朱子的意思是總之說生就可以了，蕺山的按語說得更明白，他
說孔子本來就說「未知生，焉知死」。由此可知，為何此關不叫生死關，而謂之〈迷悟
關〉的緣故了。
以上〈迷悟關〉的說明，好像讓人感覺到這〈迷悟關〉中的「生死關」是高峰經驗
工夫的最後一個關卡的勘驗，似乎〈迷悟關〉是頓的，蕺山不贊成這樣的說法，所以蕺
山在〈迷悟關〉的跋說：
夫子言聞道，引而未發。至孟子言知性、知天，庶幾闖入堂奧。然工夫卻從存養
中來，非懸空揣控，索之象罔者也。故宋儒不喜頓悟之說，良然！良然！或曰：
「格物致知，
《大學》之始事，今以悟為終事，何也？」曰：
「格致工夫，自判斷
人己一關時，已用得著矣。然必知止知至以後，體之當身，一一無礙，方謂之了
悟。悟豈易言乎？修到方悟到，悟到更無住修法。若僅取當下一點靈明，瞥然有
見時便謂之悟，恐少閒已不復可恃。」（〈迷悟關〉，《劉宗周全集》二，頁 249，
46
47

48
49

〈迷悟關〉
，《劉宗周全集》二，頁 248-249，49 歲。
〈立志說〉
，
《劉宗周全集》二，頁 375，49、50 歲。
〈立志說〉在〈劉譜〉中並沒有說明其著作年代，
故不詳，但從〈學言上〉的記載可以得知是在丙寅、丁丑年間，即 49、50 歲，參〈學言上〉
，《劉宗
周全集》二，頁 434，49、50 歲。恰巧的是，這年紀剛好也是寫作〈聖學喫緊三關〉的年歲左右（49
歲）
。
〈迷悟關〉
，《劉宗周全集》二，頁 249，49 歲。
〈迷悟關〉
，《劉宗周全集》二，頁 249，49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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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歲。）

在這段跋中，蕺山從孔子的「朝聞夕死」說到孟子的「知性、知天，存養其心性，以至
於之立命」境界，認為是闖入〈迷悟關〉中生死關的堂奧，但這工夫仍是在存其心養其
性的存養之上，這個說法並不違背他的「慎獨」宗旨，蕺山 49 歲「專用慎獨之功，因
信濂溪主靜立極之說」，50故他也常用「靜存」、「存養」來論述其工夫要領。在此處，
蕺山即說，關於〈迷悟關〉乃至於其中的生死關都是要有存養的工夫，而不是憑空想像，
訴諸玄想（「懸空揣控，索之象罔者也」），這也是宋儒不喜頓悟之說的原因。蕺山在此
認為「格物致知」其實也有「悟」的工夫，並不是到了最後一關才「悟」
，在此的「悟」
不能當作一般的「一念相應」或「一時有所覺受、感受」
（「僅取當下一點靈明，瞥然有
見時便謂之悟」）
，因為這樣遇事決不得力，
「不復可恃」
，其中是有一個「漸修」的過程，
最後才到達一個「了悟」的階段，這個階段就是要「知止知至以後，體之當身，一一無
礙，方謂之了悟」，不能只是一時覺受，必須將所知之「止於至善」存養而一一體現於
「身」
，而有所證量（從覺受提升到證量）
。故他說：
「修到方悟到，悟到更無住修法。」
這時正是高峰經驗的真正呈現與體證。
換言之，對於高峰經驗的實踐而言，三關並不是截然地劃分，他們也是互相滲透，
在修〈人己關〉時，〈敬肆關〉與〈迷悟關〉就也在裡面慢慢修了，互相滲透，但還是
有個次第在，就是〈人己關〉修得好，
〈敬肆關〉就容易達成；
〈敬肆關〉修得好，就容
易達成〈迷悟關〉
。但也可以反過來說，
〈迷悟關〉修得好，
〈敬肆關〉就容易分辨清楚；
〈敬肆關〉修得好，〈人己關〉就容易分辨清楚，這其中也是很圓融的，不能固執僵化
死腦筋。拿比喻來說，蓋三層樓房，在蓋第一層時，不能說沒有第三層的基礎在，沒有
第一層，也就蓋不起來第三層，但也不能只是停留在第一層樓，沒有第二、三層樓，高
度（深度）不夠，看得不夠遠、不夠深，就像把情識當良知般，罵人打人還認為是幫人
贖罪消業障，最後第一層也沒用。51

肆、結論
本文在一般人認為儒學只是庸言庸行、與台灣心理學熱的背景下，在儒學經世的性
格下，發展儒家心理學中的超個人心理學部分。扣緊超個人心理學的重點部分超個人經
驗——「高峰經驗」立論，採用宋明理學殿軍劉蕺山的思想材料，在一般超個人心理學
使用迷幻藥、靜心冥想的途徑已達到高峰經驗外，另提供一條不一樣的道路「聖學喫緊
三關」——人己關、敬肆關、迷悟關。為儒學的超個人心理學部分提供一個可能的基本
材料。
本文在高峰經驗的實踐次第上，仍未能和超個人心理學做有機融合的對話；在和超
50
51

《劉譜》49 歲條，《劉宗周全集》五，頁 214。
此處部分論述參考廖俊裕：
〈作為神祕主義的蕺山學〉
，南華大學文學系主編：
《傳播、交流與融合——
明代文學、思想與宗教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5.8)，第五小節，頁 328-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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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心理學的體系模型對比思考上，如 Ken Wilber 的意識光譜模型、Roberto Assagioli
的綜合心理學的蛋形意識圖表等，都還未能和儒家的意識體系相對比思考(如劉蕺山的
「人譜」六階段體系)52，而思考儒學的超個人心理學意識體系，將俟諸他日為之。

52

或唐君毅先生的心靈九境也是很好的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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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ssibility of Confucianism as Transpersonal
Psychology--Taking Liu, Qi-Shan as an Example"
Liao, Chun-Yu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tment of Life-and-Death Studies, Nanhua University
Master Research, Department of Counseling,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trend of the new age thoughts and the prosperity of psychology have
caused the phenomenon of "not allowing psychological illiteracy". The realistic character of
Confucianism has been carried out in the past with his experience in dialogues such as
Logostherapy in psychology. From "Humanistic Psychology" to " Transpersonal Psychology
", it is one of the possible aspec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ism.
How is Confucianism as a Transpersonal Psychology possible? The text is mainly
Confucianism in the Song & Ming Dynasty. Especially Liu, Qi-shan’s thoughts. This is
because the problem consciousness of Song and Ming Confucianism lies in "seeking the
meaning of the integration of heaven and earth" 、" look for Big I " (Mr. Qian, Mu ) .
From the discussion of Liu, Qi-Shan's materials, from his super-personal experience to
the practical strategy:" Important Three Levels of Becoming a Saint " Confucianism as
Transpersonal Psychology has its potential.
Keywords: Confucianism, Transpersonal Psychology, peak experience,Liu, Qi-Shan,
Important Three Levels of Becoming a Sa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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