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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心理諮商季刊─更名公告
為因應心理諮商本土化的發展趨勢與推動本土諮商心理學的持續發展，《臺灣
心理諮商季刊》將於明年三月（第 9 卷第 1 期）起正式更名為《本土諮商心理學學
刊」》由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本土諮商心理學研究發展中心）
、臺灣心理
諮商資訊網與世界本土諮商心理學推動聯盟共同發行。希望各位同行能繼續支持與
參與，讓學術研究的園地能繼續多元交流、蓬勃發展。
臺灣心理諮商季刊 敬上

Taiwan Counseling Quarterly─Renamed Announcement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indigenous counseling psychology, The
Taiwan Counseling Quarterly will be officially renamed as "Journal of Indigenous
Counseling Psychology" in March 2017 (Vol. 9, No. 1). The publishers of this journal will
be the Department of Guidance & Counseling (Center for Indigenous Counseling
Psychology) of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World Indigenous
Counseling Psychology Alliance (WICPA), and Taiwan Counseling Net. Please continue
to keep on supporting and participating this journal, and let the academic research field of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 can continue to flourish.
Regards,
Taiwan Counseling Quart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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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諮商心理學的目標
王智弘
（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ethicgm@gmail.com）
本刊致力於推動本土諮商心理學，或心理諮商與心理治療本土化，其目的並非
要否定或排斥西方（其實更精準的說法是本土之外，也就是他土，我們俗稱為外地）
所發展的心理諮商與心理治療理論，而是有其更深刻或更寬廣的涵義，首先，本土
諮商心理學鼓勵東方的心理諮商與心理治療專業人員致力於將發源於西方的現代心
理諮商與心理治療進行在地化（localization）的歷程，透過在地化的修正，以更適用
於本地的人們。
其次，本土諮商心理學期待由外地引入的心理諮商理論與技術，更進一步能與在
地文化結合而晉升到本土化的層次，也就是將文化傳統的「本」與在地生活經驗的「土」
相結合，而能將源自西方的現代心理諮商與心理治療理論，與東方各地的文化傳統與
在地生活經驗結合，也就是完成本土化（indigenization）的過程，而讓心理諮商與心
理治療能吸收文化傳統的養分與融入在地生活經驗的成分，而更能為在地人們所使
用，提供在地當事人更貼切的專業服務。也就是說本土化的主張是提醒：當由他土（外
地）引入助人專業理論與技術時，宜經歷在地化（localize）與本土化（indigenize）
的過程，除能以本土所能理解的語言加以表述、理解與運用之外（在地化），更能運
用本土的文化傳統與生活經驗以吸納外來助人專業理論與技術的特長（本土化），而
能創建能融入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的助人專業理論與技術。
最後，本土諮商心理學也期待在本土諮商心理學發展成熟的基礎下，本土的助人
專業人員能由自己本土的文化出發，以創建植基於本土文化的特有助人專業理論與技
術，以服務在地的人們，並對外地的助人專業也有所啟發。
如上所述，推動本土諮商心理學的目的主要有三：第一，推動心理諮商與心理治
療理論與技術的在地化；第二，推動能融入外地文化與本地文化的助人心理諮商與心
理治療理論的創建；第三，推動以本土文化為基礎的助人專業理論與技術的創建。
我們相信，不同的文化都會有其助人的特色與理論技術的適用性，而文化對助人
專業發展的具有深遠的影響，心理諮商與心理治療的本土化提供一個可行的發展視
野，本土諮商心理學所要努力的，除了要提醒世界各地的專業助人工作者去覺察心理
vii

諮商與心理治療的理論與技術可能有文化適切性的議題之外，更鼓勵專業人員能涵泳
與體會各自的文化傳統與在地生活經驗，將在地的多元文化納入考慮，使助人專業理
論以及從理論所發展出來的實務技術能更滿足多元文化與在地當事人的需要。從下一
期（第九卷第一期）開始，本刊將改名為《本土諮商心理學學刊》，以作為催化與推
動本土諮商心理學發展的平臺，希望這是一個本土諮商心理學以及心理諮商與心理治
療本土化的一個新契機，而同時本期也是本刊以《臺灣心理諮商季刊》為名出刊的最
後一期，刊物沒有結束，而是有一個更美好的理想和新的開始，刊物將更本土化，也
將更國際化，感謝所有編輯委員、審查委員、作者以及讀者過去的鼓勵與支持，盼望
大家能繼續支持與疼惜《本土諮商心理學學刊》，正如《詩經．大雅．文王》有云：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改名後的《本土諮商心理學學刊》還要更加努力，走在臺
灣、華人地區、亞洲以至於全世界諮商心理學專業發展的最前面，繼續奮鬥下去。
本期的焦點論壇主題是中醫心理學，特別邀請上海中醫藥大學的曲麗芳教授撰
寫專題論文：心主神明，心智成長，心理健康，並邀請北京大學回龍觀醫院閆少校
主任醫師與北京中醫藥大學劉天君教授分別撰寫評論論文之後，再由曲麗芳教授針
對評論論文撰寫回應論文。華人在探討本土諮商心理學時，中醫心理學是值得關注
的重要主題，三位專家的論文增進了我們對中醫心理學領域的認識與關切。本期另
有一篇論文：近十年心理健康研究英文文獻的視覺化分析，則是運用視覺化軟體以
分析美國資料庫中的相關心理健康論文，提供了我們對論文探討的分析工具與美國
心理健康研究現況的進一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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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oal of Indigenous Counseling Psychology
Chih-Hung Wang
The purpose of this journal is to promote indigenous counseling psychology. This is
not to deny or exclude Western (or to be more accurate, that of lands outside local soil and
what we commonly refer to as foreign)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 theories, but to
further and expand their significance.
First of all, indigenous counseling psychology is intended to encourage Eastern
helping professionals in their commitment to transform Western modern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 theories into new versions through the process of localization to better suit
the local people.
Second, indigenous counseling psychology expects to integrate counseling theories
and techniques from foreign field with the local culture into the level of localization, that is,
combine foreign concepts with local cultural tradition and life experience. This
combination of modern Western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 theory and Eastern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local life experience constitutes the process of indigenization. By absorbing
the components of Eastern cultural tradition and integrating the elements of local life
experience into Western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 theory, the needs of local people can
be more appropriately met. In other words, the idea of localization is a reminder that it is
more beneficial to localize and indigenize when introducing theories and techniques to help
people. In addition to understanding local conditions, absorbing the expertise of foreign
professional theory and technology through the lenses of local cultural tradition and life
experience (localization) can produce new theories and techniques that integrate foreign
and local culture (indigenization).
Finally, indigenous counseling psychology is also looking forward to having local
helping professionals develop new indigenous counseling theories founded on the
indigenous counseling psychology from their own culture. Such new indigenous counseling
theories can not only appropriately serve the local people, but may also become meaningful
inspiration to foreign helping professionals.
As mentioned above, the purpose of promoting indigenous counseling psychology is
threefold: first, to promote localized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 theories and techniques;
second,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indigenous counseling psychology theories and
techniques that integrate foreign and local cultures; third, to encourage local helping
professionals to construct new indigenous counseling psychology theories and techniques
that are founded on their culture.
We believe that the helping theories and techniques of different cultures have inherent
characteristics and applicability that can have a profound impact on profess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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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In addition to being a viable vis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indigenous counseling psychology can strive to remind helping professionals
around the world to pay attention to culturally relevant issues in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 theories and techniques, and encourage them to understand and appreciate
their own cultural tradition and local life experience. We believe that the inclusion of local
culture and experience will enable helping professionals to develop theories and techniques
that can better meet the needs of multicultural and local clients.
Beginning with the next issue (Volume IX), this journal will be renamed the "Journal
of Indigenous Counseling Psychology" to reflect its mission as a platform for catalyzing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indigenous counseling psychology. We hope that this
would be a new opportunity for introducing indigenous counseling psychology to helping
professionals around the world.
This issue is the last issue under the title, Taiwan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Quarterly.
It is not the end of the publication, but rather a better and new beginning for an indigenized
and international future. I would like to thank all members of the editorial committee,
reviewers, authors and readers for their past encouragement and support. We look forward
to your continuing support for and interest in the Journal of Indigenous Counseling
Psychology. As noted in The Book of Songs Daya King Wen, the "Zhou Dynasty,
although ancient in history, is reformed in its life. " With the new title, Journal of
Indigenous Counseling Psychology, we will be forerunners to lead helping professionals in
Taiwan, Chinese regions, Asia and the world, and will continue striving forward in this
paradigm revolution.
The theme in this issue i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psychology. We have
specially invited Professor Qu Li-Fang from the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o write the discourse, "The heart of the gods, mental growth and
mental health", Dr. Shao-Xiao Yan, MD of Peking University Huilongguan Hospital and
Professor Tian-Jun Liu, professor of Chinese Medicine University to write the review
articles, and Professor Li-Fang Qu to write the commentary to the reviews. In the Chinese
cultur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sychology is an important theme in indigenous
counseling psychology, and worthy of our attention. The papers of these three experts can
greatly contribute to our understanding and interest in TCM psychology. Also in this issue,
the paper, Visual Analytics of English Publications in Mental Health Research Over the
Last Decade and articles on the use of visual software to analyze the US database of
relevant mental health papers help us understand thesis analytical tools and further our
understanding of American mental health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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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主神明，心智成長，心理健康
曲麗芳
摘要
西方現代心理學迅猛發展，其在快速東移的過程中既促進了中國現代心理學
的快速發展，也喚醒了國人對中醫心理學和本土心理學的重新認識和探究。中醫
心理學理論體系肇始于《黃帝內經》
，其原理與現代心理學有諸多相似相通之處。
中醫認為「心藏神，主神明。」中醫心理學主要關注和研究心神，並根據新生命
個體發展的不同階段和功能有「本神、元神、識神」之分，三者對心理發展、心
智成長和心理健康均有重要影響。本文重點闡述了《黃帝內經・靈樞・本神》篇
的心主「任物」和「處物」的認知發展過程，和《黃帝內經・素問・靈蘭秘典論》
篇的「心主神明」在心智成長和心理健康中的心理學意義，及其二者的關係和影
響，提出心理問題或多或少都與「任物」和「處物」的認知過程中心神異染，
「心
主不明」相關。預防心理疾病從出生時的心主「任物」的認知過程開始，就應關
注「心主神明」在「教、養」過程中的重要作用，使其成年後具備「因智而處物」
的健康心理和健全人格，治療方面宣導自我修心明神。

關鍵字：中醫心理學、本土心理學、心主神明、心智成長、本神元神識神
曲麗芳
上海中醫藥大學基礎醫學院傷寒金匱教研室（Lifang_qu@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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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心主神明」是《黃帝內經》提出的中醫心理學命題。中醫認為心藏神，主
神明。中醫心理學以心神為研究核心。心開竅於舌，神為形之宰，形為神之宅。
通過語言、行為觀察，以思辨方式推測心理活動及其動機，發現問題所在，給與
針對性的心理治療。
《鬼穀子・捭闔第一》言：「觀陰陽之開闔以命物，知存亡之
門戶，籌策萬類之終始，達人心之理，見變化之聯焉，而守司其門戶。」
（鬼穀子，
戰國／2011）其中「達人心之理」說明古人對心理現象早就有所研究，並已運用
于軍事心理戰方面。要透徹瞭解中醫的「心神」
，須從中國文化中「神」的起源和
中醫學中「神」的概念、分類、來源、發展、功能及其影響因素等方面進行探究，
方可窺其全貌。
貳、神的概念
中醫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要載體和上下五千年綿延不斷的主要傳承者。中
醫心理學以《黃帝內經》為基礎，軍事心理學以《鬼穀子》為源頭，中國本土心
理學以儒家學說為核心。位於群經之首的《易經》確立了中國古代的哲學觀，並
造就和影響了中國文化和中醫學數千年。哲學決定思維，思維掌控心理活動。心
理現象本質上是一種文化現象。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神」與中醫心理學的「神」
概念近乎一致。
《說文解字》謂：
「神，天神引出萬物者也。」天在上，無形為圓，
實指空間和大自然；神指高高在上，無形可見的神奇自然力。甲骨文「 」右邊
示一人彎腰曲膝跪拜，左邊示供桌和祭品，桌前空無一物，與今日中國西藏地區
喇嘛堆掛經幡和內蒙古地區敖包等敬山神、水神、草原之神相似。他們敬畏的都
是創造萬物、掌控萬物的自然神力。
《易經》曰：「神無方而易無體。」無方即無
形。古有「天圓地方」之說，實為哲學概念：天無形為圓，地有形為方，太極無
形因而畫作圓 。
「神無方」言「神」無「形而下」之實體。
《易經》的哲學觀是
道、象、器三位一體。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為之器」
。
「一陰一陽為之道」。
「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
。
「器」字由上下四個方形構成。
「器」層面的認識和
研究主要是從有形之實物和實體方面的驗證性研究。現代科學包括西醫學主要從
「器」層面對有形實體進行研究。中醫心理學主要從「象」層面研究心理現象。
只有理解了《易經》的道、象、器三位一體的認識論，才能理解中醫理論體系中
的陰陽學說和藏象學說，才能理解中醫的心理學原理。
《黃帝內經・素問・天元紀
大論》謂：
「陰陽不測謂之神，神用無方謂之聖。」從甲骨文 字的形態構造可
知神的原始含義是人類祭拜自然神力的一種心理行為。
《黃帝內經・素問・保命全
形論》言：
「道無鬼神，獨來獨往。」「神」創造萬物，神秘莫測，無所不能，無
所不在，不以人的意志而存在，更不以人的意志而改變，遠在人類掌控之上，進
而引出對自然神力的至高敬畏和系列崇拜之舉：居山敬山神，傍水敬河神，航海
敬海神，耕種敬土地神等。這與後來被一些不是別有用意，就是僅具有「形而下」
認知能力的人將自然神力人格化，即「形而下」的「器化」後重新塑造的、實體
展示的「神」像有著本質上的區別。
人由自然力創造，生命現象是自然現象之一，生命力是自然力的一種特殊表
現形式。天神創造人神，神的概念因此引入中醫學。（曲麗芳，2015）《素問・至
真要大論》曰：「天地之大紀，人神之通應也。」 古代中醫在神的認識上與中國
本土宗教，道教相似。
《黃帝內經・素問・刺法論》明言：
「是故刺法有全神養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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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旨，亦法有修真之道，非治疾也。故要修養和神也，道貴常存，補神固根。精
氣不散，神守不分，然即神守而惟不去，亦能全真。人神不守，非達至真。至真
之要，在乎天玄，神守天息，複入本元，命曰歸宗。」
「神守歸宗」涉及到宗教，
歸宗心理學或歸根心理學是中醫學心理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宗教的產生源於人類
對生命終極的探究，其內容與心理學密不可分。
參、 神的分類
《黃帝內經》論神或涉及神的內容近乎一半，後經歷代醫家補充發展，中醫
學中的神從生命肇基開始，隨著個體生命發育過程有本神、元神、識神之分，三
者都與心主神明、心智成長、心理健康密切相關。（Qu & Garvey, 2015）
一、本神
本神（Root Spirit）又稱原神，見於《黃帝內經・靈樞・本神》篇名。《說文
解字》：
「木下曰本。」
（許慎，102/1963）從漢字
的演變中可知下面中間
略粗大的部分和「一」橫者，即為「本」
，其意同源和原。本神因而又稱原神。
（曲
麗芳，2015）甲骨文
中間三點和金文
中間的「T」形，即為源和原。
《說文
解字》
：
「原，水本也。泉水始所出為百源。」
「源：本原之原。積非成是者，久矣。」
（許慎，102/1963）本神深藏不露，是生命根蒂所在。
《黃帝內經》數言「得神者
昌，失神者亡」
，即指此神。
《黃帝內經・素問・五常政大論》的 「根於中者，命
曰神機，神去則機息。根於外者，命曰氣立，氣止則化絕。」也指此神。依《黃
帝內經・靈樞・本神》篇的「生之來謂之精，兩精相搏謂之神」
，新生命的誕生和
新生命本身就是神。這是中醫心理學的「人本主義」觀念——將每一個生命個體
都視為神。兩精所以能相搏，創造新生命，是因為兩精中有本神。沒有本神，兩
精不能相搏，精卵不能結合，男不育，女不孕，新生命無法誕生。
《黃帝內經・靈
樞・五色》篇雲：
「積神於心，以知往今。」儒、道、釋三家皆認為形神合一，身
心不二。毋容置疑，人類在進化長河中既獲得了複雜的形體結構，同時也一定獲
得了複雜的心理結構。本神承載、積澱、濃縮了人類自進化以來所獲得的全部生
命資訊，包括各種刻骨銘心的生存體驗、生存本能和心路歷程。人的各種神奇能
力，學習力、領悟力、記憶力、想像力、創造力、思維力、認知力、忍耐力、意
志力、智商、情商等，以及孺子可教與不可教，人格形成的趨向性，人格塑造的
可能性都與本神相關。孔子言食、色，性也，也是本神功能的外展。
本神深藏不露，是榮格心理原型產生的基礎，是心理活動的後臺和支柱，是
人格發展和塑造的根基，是內驅力產生的根源。本神屬於無我或超我狀態，或超
意識或無意識層面，人類一般意識難以察覺，因而被現代科學心理學忽略。現代
心理學對人類心理的研究多為斷代研究，即多從來訪者這一代探究心理問題產生
的根因，最多追溯至上二代或三代，忽略了從生命鏈上發掘心理問題產生的深層
次根源。
二、元神
元神（Initiating Spirit）又稱腦神，見於明・李時珍（1518-1593）
《本草綱目》
辛夷條：
「腦為元神之府。」《黃帝內經・靈樞・本神》曰：「兩精相搏謂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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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精相搏前各自含有的神為本神，相搏後新生命誕生，啟動並推動新生命過程的
神奇力量就是元神。
《說文解字》
：
「元者，始也。」
「氣之始也。」
（許慎，102/1963）
氣象萬千，有氣就有象，有象就有見。從古至今，
三個字形雖有所變
化，但字義未變。第一橫代表天，第二橫代表地，第三左撇代表左根系先向下，
右豎彎鉤代表右根系先向下，待根基已穩，生機勃發，生長向上，沖出地面，生
機顯露，方可察覺。所以，元神的功能也是人類一般意識難以察覺的。因而母腹
中的胎兒沒有意識，也沒有記憶。
本神是元神的源，元神是本神的流。本神是生命的靜而潛伏，元神是生命的
動而勃發，二者有先後，但密不可分。生命化育之初，隨著胚胎組織及器官的不
斷發育必然也伴隨著「本神」和 「元神」的展開和發育。
《黃帝內經・靈樞・天
年》曰：
「黃帝問于岐伯曰：『願聞人之始生，何氣築為基，何立而為楯？何失而
死，何得而生？』岐伯曰：『以母為基，以父為楯，失神者死，得神者生也。』」
即強調了本神和元神在生命肇基化元過程中的主宰和掌控作用。
生命是高度精妙精密的自組織過程。 《黃帝內經・靈樞・經脈》雲：「人始
生，先成精，精成而腦髓生，骨為幹，脈為營……。」源于父母的先天「兩精」
在生命化育之初，首先滿足「腦、髓」化生所需之精，以滿足元神——大腦的正
常發育。腦為元神之府。元神之府內充滿了「精」
，腦神就明，此人出生後精力充
沛，耳聰目明，思維敏捷，行動靈敏，都是腦神明的表現；反之，若先天之精不
能滿足「腦」、
「髓」化生所需之精，元神之府——腦內不能充滿精，如精虧、精
弱、精虛、精衰等，都會影響先天大腦發育或後天大腦退化，前者可致先天性愚
鈍癡呆，後者可致老年性智障癡呆。屬腦神不明範疇。
《素問・脈要精微論》雲：
「頭者，精明之府。」
「夫精明者，所以視萬物、別黑白、審短長。」 是「腦主
神明」的理論基礎。
元神即是新生命過程的第一啟動力、啟動力，也是激發本神展現於外的神奇
力和整個生命過程的推動力。大道歸一，萬物同理。種瓜不能得豆。所有生命過
程都是從種子發芽開始，由內向外展現生命自身固有的本性、根性、種性的過程。
每個人的生命過程也必然如此。元神激發、啟動，使本神進化、積澱攜帶的種族、
家族和個體的形體及心理特質隨生命過程逐步展現於外。一個人的智商高低，形
體高矮，五官長相，俊美醜陋，易患疾病等，與先天遺傳因素密切相關。同理，
一個人的智商、情商高低，心理特質、人格類型等也必然受先天因素的影響。
《黃
帝內經・靈樞・陰陽二十五人》對此有詳細描述。在人類進化發展的生命長鏈上，
每個人都僅僅作為其中一環而短暫存在，他或她的形神特性既承襲了先輩們的特
點，又融入了自身生命過程的特質，每一代既是前代的複製品，又是在後天環境
影響下的改良品，進化後的創新品，薪火相傳，綿延不絕。就形體而言，元神主
宰掌控如呼吸、心跳、代謝、生、長、壯、老、已、本能欲望等由進化獲得的、
不由後天學習獲得的諸多本能活動；就精神而言，元神與無意識、直覺、第六感
等有關，是心理活動內驅力產生的源泉。
三、識神
識神（Acquired Spirit）有稱心神，是一個集合概念，由元神駐舍於心以後的
心神和肝魂、肺魄、脾意、腎志等五藏神共同構成。識神統領後天認知發展過程，
其中心神是認知發展的主體和主宰。
《黃帝內經・靈樞・天年》雲：
「黃帝曰：
『何
者為神？』岐伯曰：
『血氣已和，榮衛已通，五藏已成，神氣舍心，魂魄必具，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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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人。』
」原文一言：
「人就是神」
；二言：
「神（元神）氣舍心（心神）
，魂（肝）
魄（肺）必俱」的形身發育過程就是元神駐舍于心，成為心神的過程。三言：只
有神、魂、魄必具，才能成為人。失神者亡。人無本神即死，只有元神而無識神，
人處於昏迷狀態，或植物人狀態。只有識神在，人才有意識、思維、情感、精神
等心理活動。識神屬後天之神，本神屬先天之神，元神介於二者之間，他們之間
有主次，有先後，是本與末和源與流的關係，不容混淆。另外，此段經文只言及
神、魂、魄，未提及意和志，因為意和志是出生後隨認知發展而逐漸獲得的。說
明古人對心理發展過程的觀察是相當的精准和細緻。
由上可知，中醫心理學認為人的心理特質在形成發展過程中受三種因素影
響：一是本神進化而來的先天積澱，遺傳攜帶，代代相傳，屬先天本有和固有；
二是元神啟動，對心理發展和人格塑造有導向作用，有時起決定性作用，是內驅
力和本能願望之源。三是識神在出生後通過外部世界的認知對心理成長的影響，
是心主神明，心神修明，心智成長，心理健康和心理治療的主體。本神屬無意識
或超意識，元神向內，深處與本神相聯時屬無意識。元神向外，較淺處與識神相
連時屬潛意識。識神在人清醒時寓於五官神竅屬意識層面，識神回歸五藏，人睡
眠時屬潛意識層面，如睡夢時的意識活動。佛洛伊德《夢的解析》認為夢是潛意
識浮上意識層面的意識。夢是通往潛意識的大道，是窺探內心世界的視窗。實際
上夢境中的言行也是一種心理現象。
我們每個人所能感知的只是識神掌控的那部分較為表淺的意識活動，深層次
的潛意識和無意識我們無法感知，更不能掌控。所以，我是我，我又不是我；我
知我，我又不知我。三者關係如下：
本神——心理特質（進化積澱，先天本有，薪火相傳，超意識）
元神——本神激發（種性外展，後天啟動，本能直覺，潛意識）
識神——外部認知（五官神竅，環境薰染，後天習性，意識）
圖 1 本神、元神、識神關係圖，圖中分為三欄，上欄為本神、中欄為元神、下
欄為識神。
每個人的心理特質和人格形成必受本神的種性根性，元神的啟動外展，識神
的修心明神三種因素的持續影響。種瓜絕不能得豆。在生命過程中，源於精子和
卵子內部的「種性根性」——形體特質和心理特質隨形神發育而同步展開，如同
種子發芽開花般，代代相傳。
《黃帝內經・素問・氣穴論》
：
「聖人易語，良馬易禦。」
《靈樞・大惑論》
：「心有所喜，神有所惡。」因此，人有本能的好惡取向，孺子
有可教者，有不可教者。
肆、「任物」「處物」，心智成長
心主「任物」與「處物」闡述了中醫學的認知發展過程。
《黃帝內經・靈樞・
本神》篇曰：
「……所以任物者謂之心，心有所憶謂之意，意之所存謂之志，因志
而存變謂之思，因思而遠慕謂之慮，因慮而處物謂之智。」
「任物」和「處物」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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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了中醫心理學的認知發展過程、
「意」「志」形成過程、心智發展過程。從生到
死整個過程都與心主神明和修明相關。瞭解「任物」與「處物」發展過程，就可
洞察來訪者的心理問題產生的根源及癥結所在，心理治療就更有針對性和療效性。
一、心神任物——資訊感知
「所以任物者謂之心」是指心神主導五官神竅接受各種感官刺激和資訊。心
神所能感知接受的資訊來源有體內、體外兩種，所以心神「任物」的途徑及過程
也有體外、體內兩種。體內一是源於本神和元神的激發，如意識返祖現象，二是
體內的生理病理狀態，如饑渴感、二便感等。體外源於外界各種刺激，兩種途徑
互相影響。
（一）「任物」於外，知類在竅
體外「任物」過程由神、魂、魄、意、志五藏神，及其所配屬的眼、耳、鼻、
舌、口五官，皮、肉、筋、脈、骨五體共同參與，心神主導，協調完成。從嬰兒
第一次睜眼看世界，到不斷接受各種耳熏目染，言傳身教，乃至讀書學習，就業
工作等，都是不間斷的「任物」過程。包括肝魂目接受並傳遞的視覺資訊，肝主
筋接受並傳遞的運動覺、平衡覺資訊（肝開竅于目，藏魂，主筋）
；肺魄鼻及皮膚
接受並傳遞的觸覺、感知覺、嗅覺等資訊（肺開竅於鼻，主皮毛，藏魄）
；心神舌
所表達傳遞的語言資訊（心開竅於舌，主血脈，心藏神，血舍神）
；脾意口接受並
傳遞的味覺資訊和深部感知資訊（脾開竅於口，主肌肉，藏意）
，腎志耳接受並傳
遞的聽覺資訊（腎開竅於耳，主骨，藏志）等，匯總於心（神）的高度概括。
（曲
麗芳，2015）五官皆為神竅，其感知功能是神識功能的重要組成部分。識神又謂
神識，是認知過程的主體，但識神不完全等同於心神。心神若無魂、魄、意、志
其他四藏神輔佐，就無法完成認知過程。見圖 2。
「所以任物者為之心」
，一方面強調五官感知外界事物的過程由心（神）所主，
一方面強調只有心（神）的參與，五官才能感知外界事物。走神分心、神散不聚、
神迷不明及神昏、神不寓於五官者，都不能正常進行或完成「任物」過程。
《鬼穀子・本經陰符》曰：
「知類在竅。」知類泛指感知、認知一類的功能，
竅指感官之竅，如眼、耳、鼻、舌、口、二陰、皮膚毛竅等。官竅在表，說明人
對體外資訊的感知、認知過程由各種感官之竅共同參與，協調完成。
《鬼穀子・權
篇》又曰：
「耳目者，心之佐助也。」
《類經・五癃津液別》雲：
「是以耳之聽，目
之視，無不由乎心也。」張介賓（1624/1965）也強調了耳目二竅輔佐心神完成「任
物」功能。
「任物」過程既可以是心神正面薰染，不斷修明的過程，也可以是心神
負面薰染，迷蒙異化的過程。常言道三歲看老。這與西方心理學的人生腳本說
（Life-script）似有些許相似。古人的胎教和早教都有「目不視淫色，耳不聞淫
聲。」
。強調五官神竅的功能都需具有君子之德的心神支配與統領，即儒家所說的
君子非禮勿視，非禮勿履。
（二）「任物」於內，神志在心
神志是神、魂、魄、意、志五藏神的簡稱，在外寓於五官神竅，在內舍藏於
心、肝、肺、脾、腎五臟。體內的各種生理、病理資訊的「任物」感知也由神志
主導完成的，如各種本能欲望，食欲、性欲等生理需求，饑餓、口渴、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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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人神分類及功能，圖中顯示心神的命名分類、主要功能與舍藏之處。

大小便等生理病理資訊等。「任物」於內的另一個特殊形式是夢。夢境即可反映
身體狀況，更可反映心理狀態。《黃帝內經》論夢專篇詳述作夢原理，對夢的象
徵意義有詳細描述。夢在睡眠時出現，此時正是形神合一，陰陽平衡，神志協
調，身心調整之時。明・張介賓（1563-1640）
《類經・夢寐》明言：「夢造於心。」
（張介賓，1624/1965）一曰夢是「心主任物」的一部分，二曰夢與心理狀態有關。
夢的來源有三：一者，日有所思，夜有所夢，此類夢源於外界刺激。二者，體內
正邪相爭，擾動五藏神，使其不得安靜舍藏所做的夢，可能是疾病的預兆。極端
情緒，心境不靜，心理失衡等也可導致做夢。三者，「潛意識浮上意識層面的意
識」，可能是本神中積澱的進化生存體驗被啟動後的意識返祖現象。所以，古今
中外都將釋夢作為窺探內心世界和心理治療的一個重要手段。
二、心有所憶——資訊處理
「心有所憶謂之意」是對「所任」之物進行加工、處理、分析，是認知過程
中意識獲得的第一個步驟。
《黃帝內經・靈樞・本神》把「心有所憶」的資訊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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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概括為意。《類經・藏象・本神》曰：
「一念之生，心有所向，而未定者，曰
意。」
（張介賓，1624/1965）意是由心神主導的、在脾（意）參與下的意識思維
獲得過程，常伴有「意識」
、
「意象」
、
「意念」
、
「意境」等產生。俗言「意思」
，說
明意識是由思維產生的。意識過程可以是心神根據以往或現有的知識和經驗對「所
任之物」
，即由五官、五體所感知傳遞的各種資訊進行加工、處理、判斷、分析、
綜合、歸納，最後得出相關結論的思維判斷過程，也可以是對所經歷過的，包括
以往的境事的追念尋思、回憶重播、情景在現，或結合意念而對現在境事作出判
別的過程，此過程是在意識層面上進行的、屬於較高層次的認知過程，與佛家的
眼、耳、鼻、舌、身、意六識中的「意識」類似，與現所指的認知系統中的思維
活動相似。佛洛德認為：
「凡能為我們所意識到的，必得經過第二個心理步驟所認
可……意識是一種特殊的心理行為，他是由感官將其他來源的材料，經過一番加
工而成的產品。」
（Freud，1990/1998）「心有所憶謂之意」的意識獲得過程正是
這「第二個心理步驟」
。
因為意包括了諸如意識、意念、意向、意思、意象、意境等諸多內容，所以
「心有所憶為之意」還為心理治療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方法——情景再現。中醫稱
為「意療法」
。大陸心理學家朱建軍創立的「意象對話技術」被視為產生於中國本
土的、被世界公認的具有實效的心理治療技術。心理學家通過意識或意境層面上
對「所憶」情景再現，結合角色轉換、移情易性、打開心結、闡釋迷惑、釋放疑
慮，驅除心魔，達到心理治療的目的。
「所憶」所描述的心理過程可以是「現在進
行時」，也可以是「過去進行時」。大凡刻骨銘心的心靈體驗都可以超越時空而存
在，對心理活動產生久遠的影響。因此，
「所憶」的過程自然成為心理學家瞭解心
理現象，治療心理疾病的一個重要而有效的途徑。
「心有所憶」可以是一個單一的學習過程，也可以是終身的學習過程。心的
即時「任物」主要是感官的感知過程，只是對知識的表面理解或接受，而「心有
所憶」則是在意識層面上的深度思考加工，把知識變為智慧的「心悟」過程。此
即《論語・學而》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之意
三、意之所存——記憶儲存
「意之所存謂之志」指記憶過程，即心（神）在腎（志）的參與下，將前思
考所得的意識、意念、意境儲存於腎的過程。志的原義是記憶。從意到志既是加
工過程，又是記憶過程，同時也是一個經過反復思考、深思熟慮後得出一個決定
和志向的過程。在「意之所存謂之志」的過程中，我們逐漸獲得了意、志，包括
思想意識的成長成熟與意志力的獲得及穩定。意志是一種毅力，一種恒心，一種
相對不變的人生目標，一種鍥而不捨。意志需相對穩定，不易變化。中醫認為腎
志包含了人的智力、志向、記憶力等能力。志與人的腎精密切相關。年少精足，
腎氣盛，志向遠大，所以少年好立大志。腎精足，腎氣盛，封藏力強，記憶力好，
所以「讀書趁年少」。
「任物、所憶、所存」代表了環境感知、資訊接受、初步加工、記憶儲存三
個過程，他們是以輸入為主的神識過程。三個過程相輔相成、高度協調、瞬間完
成。如《黃帝內經・靈樞・本神》篇的「隨神往來者謂之魂」中的肝魂（目）所
見之物，心神同時「任物」
，並「有所憶」即刻作出判斷是已知，或未知。若神、
魂不相隨，
「走神」或「掉魂」
，則心神無法正常「任物」， 感知、認知、意識、
思維、判斷、儲存系列認知過程便無法正常完成。學習過程如果是一個完整的「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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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所憶、所存」過程，知識就會記憶的比較牢靠和久遠。這些都需要「心主神
明」為前提，
「學霸」和「學渣」的學習差異也在於此。
四、志而存變——深度思考
「因志而存變謂之思」代表了思想意識的成熟與完善過程，是一個根據環境
不斷調整「志」的過程，是知識經驗不斷積累和思考能力提升的過程，但與前「心
有所憶謂之意」的思考相比，兩者思考的深度和高度顯然不在一個層面。
《類經・
藏象》曰：
「意以決而卓有所立者，曰志。」
（張介賓，1624/1965）因「憶」所思
是對外界資訊的簡單初級判斷，因「志」而思是對內在積累的知識的深部加工。
量變引起質變，最後知識昇華，智慧增長，心靈頓悟，達到心智成長的目的。
五、思而遠慕——深思熟慮
因思而遠慕指從長計議，為志向或理想的實現而反復思考、深思熟慮的過
程。「因思而遠慕謂之慮」 慕、慮有謀慮、謀略的含義。
《神滅論》曰：「淺則為
知，深則為慮。寧靜而志遠，大志生謀略，大事三思而行，都與慕慮過程相關。」
志向的確立和理想的實現都應以「心主神明」為前提，否則會誘發妄想或狂想,
甚者發展為妄想症、狂想症或白癡學者。
六、慮而「處物」——知識生智
「因慮而處物謂之智」是心智成熟的表現。
「處物」是用智慧去分析、處理各
種事務的能力。楊上善（585-670）
《黃帝內經太素》曰：
「智，亦神之用，因慮所
知，處物是非，謂之智也。」思考出智慧，謀慮生智慧。所以，思、慮、智是知
識積累昇華，由量變到質變的生智過程，也是各種知識化為己有，並能輸出，加
以靈活運用的過程。思、慮、智三個階段是「任物」後將知識昇華生智，獲得「處
物」能力的過程。
從「任物」到「處物」的認知發展過程濃縮概括了中醫心理學關於人類心智
發展的全過程。從生到死，基本上可歸納為三個階段：
認知過程——「任物」
，由眼、耳、鼻、舌、身等感官對外界資訊的感知接
受過程,從出生第一眼看世界，到閉眼離開人間，伴隨終生。五官神竅通過外在環
境的刺激感知，結合本性反應，影響心主神明的修明過程和明晰程度。
處理過程——「心有所憶，意之所存。」
，在「意識」層面上經過思考，對
資訊進行處理、加工和儲存過程。去偽存真，去劣存優，吃塹長智，這可以是一
節課、一件事、一個階段的學習過程，也可以是一個年齡段、一門手藝、一個工
作、乃至一生的心智成長過程，而心主神明須始終相伴。
生智過程——「因志而存變，因思而遠慕，因慮而處物。」是知識深加工，
知識再輸出，知識再運用的生智慧過程，也是心主之神不斷修明和獲得「明」的
過程。知識、智商、情商本是中性的，只有在「心主明」的情況正確使用，才能
做出正確的事情來。
以上三個過程基本上代表了後天知識的獲得過程。因為任何一個過程都必須
由心神統領，有「心主神明」引導，最後才能達到心智成長的目的。心神不明，
會導致聰明反被聰明誤。
《黃帝內經・靈樞・五色》篇的「積神於心，以知往今。」
指的正是神識獲得知識和經驗積累的過程。這可以是一代人的積累，也可以 N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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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進化積累。
《鬼穀子・本經陰符》的「有所欲，志存而思之。志者，欲之使也。
欲多則心散，心散則志衰」，
「意慮定則心遂安，則其所行不錯。」，「心不虛，志
不亂，而意不邪。」等與《黃帝內經》的「心為五藏六府之大主」一樣，以及後
人的「專心致志」
「寧靜致遠」
「淡泊明志」等都強調了心神對魂、魄、意、志的
支配、主導作用。因此，從「任物」到「處物」的過程也是心主神明和修明的過
程。心主神明不能與生俱來，必須通過後天的修煉和修正，方能逐漸由「昧」到
「明」。如果心神不修明，就會因心神迷蒙、心神異染等產生諸多心理問題。
《黃帝內經・素問・五藏生成》篇曰：
「夫脈之小、大、滑、澀、浮、沉，可
以指別；五藏之象，可以類推；五藏相音，可以意識。」關於「五藏相音」
，張介
賓（1563-1640）釋曰：
「相是形相，如陰陽二十五人形。音是五音，如肝音角、
心音徵、脾音宮、肺音商、腎音羽。」（張介賓，1624/1965）其實「五藏相音」
中的「相」與佛家的「相由心生」中的「相」相似。音可以是與場景相伴的聲響。
由於「五藏相音，可以意識。」
，而「心有所憶」的意識過程有內外二個途徑。中
醫的意療法就是利用了「心有所憶憶謂之意」的相、音——情景再現來治療某些
心理疾病。
「杯弓蛇影」就是一個成功案例。
中醫心理學所描述的「任物」
「處物」過程，揭示了人類一般意識所能認知的
世界有內外兩種：一是正常清醒時對外部客觀世界的認知，一是睡眠過程（有時
也包括昏迷狀態）中對主觀內心世界的認知，如夢境中的場景、事件、情緒、人
物活動等。完整的認知過程是從「所以任物者謂之心（神）」開始，經「心有所憶
謂之意（意識獲得過程），意之所存謂之志（記憶過程）」結束。由此可見，有心
神全程參與並主導的「任物」過程，一定記憶清晰。若五藏神失調，正常的「任
物」
「處物」認知過程被打亂，當事者所見的主客觀世界就會變異走樣，出現各種
奇異幻象。2012 年 2 月 28 本人參觀了大英博物館在香港舉辦的神禽異獸展，其
中許多異獸，如魚身人面，羊腿人身，獅身人面等，還有很多詭異、怪異的圖畫，
解說詞謂是根據某某夢中所見描述的。見圖 3。

圖 3 夢與神禽異獸的關係，圖中顯示大英博物館在香港舉辦的神禽異獸展的照
片，上為展場標題，下為異獸照片。
《黃帝內經・素問・金匱真言論》言木、火、土、金、水五行配肝、心、脾、
肺、腎、五藏，又與雞、羊、牛、馬、豬五畜相配，還與五果、五蔬、五色、五
味等相配。如果臟腑功能失調，或各種病邪干擾了神、魂、魄、意、志五藏神的
功能，失調的五藏神使心（神）所主的「任物」
「處物」功能失常，這些與五藏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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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的匹配之畜、或物、或色等就會異常顯現於這些人的心中、眼中或夢境中，醒
後再描述出來，成為只有當事者本人見過的神禽異獸及場景。這應該也是精神病
患者幻象產生的原因之一。
明・張景嶽（1563-1640）
《類經・夢寐》言：
「夫五行之化，本自無窮，而夢
造於心，其源則一。蓋心為君主之官，神之舍也。神動於心，則五藏之神皆應之，
故心之所至即神也，神之所至即心也。第心帥乎神而夢者，因情有所著，心之障
也……夫人心之靈，無所不至，故夢向之奇，亦無所不見，誠有不可以語言形容
者。」
（張介賓，1624/1965） 古代中醫學家將心理問題歸納為情著、心障等，足
見其研究之深入。有一次在上海市高校心理質詢師培訓課上，一學員問：
「我總是
夢見自己在十字路口，不知道該往那邊走？何義？」我即答：
「你對自己到底從事
哪個職業還沒最後確定。」她說：
「是的，我仍在糾結中」。
肆 儒家德養，心主神明
《黃帝內經》數次言及「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
「心主神明」因此成
為中醫心理學的首要和重要命題。中醫認為天地萬物、人類社會都是一個陰陽統
一體。心神所以要修明是因為每個個體的生存環境都具有陽正陰負兩方面。在進
化長河中人類即經歷了順境，也經歷了逆境，即積澱了正能量，也有負能量，既
有陽光、善良一面，必有陰暗、邪惡一面。任何個體本代自我的成長過程也註定
具有陰陽二重性。如何在「任物」
「處物」的認知發展過程中，使知識在「心主神
明」的引導下達到心智成長，獲得健康心理和健全人格，就要對「根性種性」中
的陰陽兩性有意識的去劣存優，強化和發展正積澱，正能量，也要弱化和剔除負
積澱，負能量。中國本土宗教道教和印度傳入我國的佛教，在修心明神方面有諸
多研究可以借鑒，而以孔子君德思想為代表的儒家文化也早已融入國人的「心主
神明」的教、養體系中。現在國人的心理問題所以比較多，與現在父母「教」
「養」
分離，
「教」
「養」顛倒，先「養」後「教」
，早「養」晚「教」
，只「養」不「教」，
甚者「只生不養」有關。教養教養，教在先，養在後，二者合二為一，不可分離。
一、心主神明，君主之官
《黃帝內經・素問・刺法論》曰：
「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脾者，
諫議之官，智周出焉。」《黃帝內經・素問・靈蘭秘典論》也曰：
「心者，君主之
官也，神明出焉。肺者，相輔之官，治節出焉。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膽
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膻中者，臣使之官，喜樂出焉。脾胃者，倉廩之官，
五味出焉。大腸者，傳道之官，變化出焉。小腸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腎者，
作強之官，技巧出焉。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
藏焉，氣化則能出矣。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故主明則下安，以此養生則
壽，歿世不殆，以為天下則大昌；主不明則十二官危，使道閉塞而不通，形乃大
傷，以此養生則殃。以為天下者，其宗大危。戒之戒之！」
二篇所論皆以君主治國作比喻，闡述心為君主之官對其他臟腑的影響，及其
在身心健康中的重要性。心主之神明，是身心健康的重要基石，心主之神不明，
是身心疾病產生的根源。
（一）心主神明，養生則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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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帝內經》言心主神明，其義有三：一者，心主須為君主，須具有君子之
德；二者，心為神之主，心即是神，神即是主，主管、主導、主宰，故曰：心為
一身之大主；三者，心主之神一定要明。主明即神明，神明即主明。心之神如國
之君。國不可一日無君，更不可有昏君；身不可一日無神，更不可有昏神。明有
明曉事理、明辨是非、明白無誤、明晰不惑、明智理性等多重含義。
《黃帝內經》
把複雜的心理現象高度概括為「心主明」與「心主不明」兩個方面。心主之神，
明還是不明，不僅是判斷個體的「任物」
「處物」能力，心理是否健康，人格是否
健全的重要標誌，也是判斷個體是否罹患精神、情感、心理障礙性疾病的重要因
素。人的一切心理活動及行為都可歸屬於該範疇加以討論。
每個人的識神都由初生時的蒙昧狀態，伴隨著父母的言傳身教，周圍環境的
薰染，從小到大的各種啟蒙教育、知識教育和人文教育等逐漸明晰起來。（Qu &
Garvey, 2009）。心神由昧到明的變化是一個漫長的、複雜的心理成長過程，其與
個體所處的家庭環境、所受的教育程度、所處的社會文化背景、以及個體心理形
成過程、心理成熟水準、心理修正過程、心理理智程度等諸多心理因素密切相關。
環境好，神識正，正則明。神明如鏡，雜念不染；神明心正，妄念不起。心主明
能引導個體形成正確的人生價值觀，理性健康思維處於主導地位，能理智地處理
人生的各種成功與挫折。從而獲得良好的心理品質，健全的人格特質。老子曰：
「知
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
（老子，
2004）故修心明神首先要做到自明。人貴有自知自明。主明身健，養生則壽。
（二）心主不明，十二官危
心主之神明還是不明，與先後天因素密切相關。佛家認為人的內心世界分為
本有與新熏兩大系統，即生得與習得。生得指個體與生俱來的一些心理特製，如
本性善良，生性魯莽，謹慎小心，粗心大意，性格內向等。習得指個體通過學習
與修養而逐漸形成的一些心理特徵，如三思而行，沉穩老練，談吐儒雅，彬彬有
禮等。生得系統受先天因素支配較多，習得系統受後天因素影響較多，兩者相互
影響，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心主神明的程度及範圍。
在後天的「任物」與「處物」過程中，識神通過眼、耳、鼻、舌、身感知周
圍環境世界。目之視覺屬眼識，耳之聽覺屬耳識，鼻之嗅覺屬鼻識，舌之味覺屬
舌識，皮膚感知覺屬身識，思維屬意識。
「任物」「處物」的環境會對識神產生一
定的「薰染」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正確、正面、良好的環薰染，心主神明程度
高。錯誤、反面、邪惡的環境薰染，心主不明程度高。心主不明者由於五官所感
知的外部世界及內心體驗出現偏差和變異，導致心理變態，或心理異常，是精神、
心理疾病產生的基礎，與人格障礙、人格異常、人格變異、人格缺陷等也密切相
關。心主不明可導致變態自我，若在成長過程中境遇不良，則易形成特殊的社會
人格模式。如抑鬱症患者目所見的多是社會的陰暗面，而逐漸形成反社會人格。
疑慮症患者疑心重，且戒備心理較強，易形成迫害妄想，而使行為過激，行動具
有攻擊性等。一方面導致「主不明則十二官危，使道閉塞而不通，形乃大傷，以
此養生則殃」的後患，如酗酒、吸煙、縱欲，各種不良嗜好等。另一方面神明異
染或迷蒙影響人的精神、情感、心理活動，並易患各種身心疾病，或精神、情感、
心理性疾病。
《鬼穀子・反應第一》
：
「忘情失道。」老子提倡「擇善地而居」並認
為：「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
（老子，2004）
「心主神明」與「心主不明」作為中醫心理學一個重要命題的兩個方面，展
示了心主神明與心理健康和人格健全，心主不明與心理障礙和人格缺陷之間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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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關係。心主神明與心主不明看是個體行為，實是社會行為。一個人的心理健康
水準及心理穩定程度，並非個體在封閉狀態下獨立完成，也非一時一事，一蹴而
就。心主由昧到明是一個漫長的心路歷程，隨著生理年齡不斷增長，人生閱歷不
斷豐富，心理年齡不斷成熟，良好的社會人文環境使良性薰染增強，心靈得到淨
化，異常心理不斷得到矯正，心主不斷得到正面強化，心神可由小明轉為大明。
反之，不良的社會環境，惡性薰染不斷，個體心理得不到及時矯正，心靈得不到
淨化，心主受到異染與損毀，心神也可由明轉為不明。
（三）君德修心，終生而為
萬物變化，世間無常。心神在一生的「任物」
、「處物」過程中不斷面對新環
境、新問題，始終處於不斷薰染和變化中。所以修心明神要終生為之。現代教育
模式總體上屬良性薰染，但在某種程度上也有一些不良薰染。物欲名利的薰染可
使心主由明轉為不明，如現實社會中的腐敗與墮落等。及時的修心明神也可使心
主由不明轉為明，如棄暗投明，棄惡從善，回頭是岸等。
《黃帝內經・素問・移精變氣論》曰：
「恬憺之世，邪不能深入也。」今日社
會物質生活極大豐富，但精神上越來越遠離恬憺之世。恬憺之世外求不得，只好
內修恬憺之心。《黃帝內經・素問・上古天真論第一》提倡 「恬憺虛無，精神內
守，真氣從之，病安從來？」這是修心養生的最高境界。
「恬」是愉悅、恬靜、快
樂；
「憺」是淡定、平靜、安詳。心淨（靜）如鏡，不著塵埃，不得迷蒙，不得異
染，得正大光明之心，是心主神明之佳態。反之，雜念蜂起，欲多神迷，神明異
染，是心神不明之來源，如對名利不正當的追求，對財富不正常的奢望等，都可
能使人因財迷心竅、權迷心竅、情迷心竅、色迷心竅等，出現犯病、犯錯、犯罪
等情形。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儒家學說是修心明神，倫理道德的典範。儒字左側是一
個人，右側是需，意謂儒家學說是做人所必需的學問。以儒家學說為代表的君子
之德，是品德高尚，人格完美與高尚情操的最高典範。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
載：「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易經》
爻辭對君子之德有明確的言行規範及修習方法。摘錄數條，以饗修心明神之士。
《周易・乾》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君子終日乾乾。君子學以聚之，問
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
《周易•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周易・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周易・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周易・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
《周易・謙》：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周易・隨》：君子以向晦入宴息。
《周易・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周易・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周易・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遁世無悶。
《周易・鹹》：君子以虛受人。
《周易・遁》：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君子好遁，小人否也。
《周易・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周易・家人》：君子以言有信而行有果。
《周易・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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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益》：君子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周易・升》：君子順德，積小以高大。
《周易・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周易・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周易・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孔子曰：
「君子多乎哉？勿多也。」可見修君子之德非易事，修心明神更非易
事。
（四）
「使道通暢」，神明保障
1. 「使道」概念
「使道通暢」是心主神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其說也源于《黃帝內經・素問・
靈蘭秘典論》的「主不明則十二官危，使道閉塞而不通，形乃大傷，以此養生則
殃。」此處「使道」，除王冰（710—804）的「謂神氣行使之道也」外，還有神
氣往來之道和心神驅使之道。聽人勸，過減半，屬「使道通暢」
。煙癮、酒癮、網
癮等不良嗜好，不聽勸告，難以戒掉，屬「使道不通」
。某些頑固不化，腦筋不轉
彎或不開竅的，嚴重的神志病患者，如抑鬱症等，言語開導療法不起作用，也屬
「使道閉塞而不通」。
簡言之，心神所統領的魂、魄、意、志與「知類之竅」之間的往來通道就是
「使道」
。
《鬼穀子・符言》曰：
「心為九竅之治。」說明九竅的感知功能都由心神
統領，「任物」及「處物」都受心神驅使及主宰。
2. 使道構建
「使道」的構建伴隨胚胎期的形神發育同步進行。從「兩精（必含本神）相
搏（受精卵）謂之神（新生命啟動）」到「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腦髓（元神舍
藏處）生」
，再到「五藏已成，神（元神）氣舍心（心神）
，
（肝）魂（肺）魄畢具，
乃成為人」的整個形神發育過程中都伴隨著「使道」的形成和發展。形神是立體
的，
「使道」也是立體的。心神與魂、魄、意、志之間，五藏神與其所配屬的眼耳
鼻舌口五官神竅之間，心神與五官神竅之間的通路都可歸屬於「使道」範疇。形
神發育是一個由小到大，由內到外的過程。胎兒未出生前，雖「五藏已成，神氣
舍心，魂魄必具，乃成為人」
，然因其並未直接獨立面對外部世界，神、魂、魄等
藏神多寓於五臟而少寓於官竅，心神與五官神竅之間的往來通道尚未完全建立和
通暢，所以，胎兒雖有一定的感知能力（胎教基礎）
，但尚屬元神的本能驅使，屬
無意識的本能活動。
3. 使道通暢訓練
胎兒出生後獨立面對外部世界，感官之竅受到外界的各種刺激，如聲音對耳
的聽覺訓練，光色對目的視覺訓練，父母雙親的親吻撫摸對皮膚毛竅的感知覺、
感觸覺刺激等，都有益於「使道通暢」的建立和完善。
《鬼穀子・本經陰符》曰：
「知類在竅。」要讓位於體表的各種竅開，具有神識功能，就必須讓舍藏於五臟
內的神、魂、魄、意、志五藏神能外達「知類之竅」。嬰兒每天睡眠達 22 至 23
小時，也是因為五藏神多內舍於五臟而未外達五官神竅之故。眾所周知，胎生動
物，如狼、狗、獅、豹之類，普遍存在著「舐犢」行為。雌性用舌頭舔舐剛剛出
生的幼仔，這個看似舔幹濕漉漉身體的簡單行為，實則也隱含了「使道通暢」訓
練的「舐犢之情」
。「使道通暢」訓練就是促使內舍與五臟的神、魂、魄、意、志
五藏神外達於他們所配屬的眼、耳、鼻、舌、口及皮膚、毛竅等外部「知類」官
竅，建立他們之間的往來通道，並使之暢通無阻，使新生代的感知覺、觸覺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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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和靈敏，為以後心神「任物」
「處物」的認知發展奠定基礎。卵生動物一定要
自己破殼而出，也蘊含此義。沒有「使道」的建立和通暢，心主「任物」便無法
進行，以後的認知發展包括「處物」的能力也無法獲得。
嬰幼兒「使道通暢」的訓練是漸進的、緩慢而逐步進行的。出生後，特別是
三月齡前，是「使道」建立與通暢訓練的關鍵時期。父母應有意識的在聲、光、
色、語言、撫觸、眼神、移動景物等多方面對嬰兒的各種感官之竅進行刺激，讓
內藏於五臟的神、魂、魄、意、志五藏神，能逐步外寓於眼、耳、鼻、舌、口等
感官之竅，使在體表的五官神竅與在內的五藏神之間建立有效的溝通之道。新生
兒沒有痛感，打過一次針後便對這種不愉快的體驗留下記憶，以後再打針便會哭
鬧不止。嬰幼兒不會分辨五味，反復經歷和大人引導下才知五味。這個過程就是
「所以任物者謂之心，心有所憶謂之意，意之所存為之志」的味覺認知發展過程，
待「任物」豐富多樣，經驗知識積累到一定程度後，才會有「因志而存變謂之思，
因思而遠謀謂之慮，因慮而處物謂之智」的高級認知發展過程。所以，
「使道」的
建立與通暢是心神「任物」與「處物」的前提和保證。
4. 使道閉塞不通
《素問・靈蘭秘典論》曰：
「主不明則十二官危，使道閉塞而不通，形乃大傷，
以此養生則殃。」此處的「使道閉塞而不通」主要是指心神與十二官之間的神氣
行使之道「閉塞而不通」
，也可能包括十二官的功能失調和氣血津液等多種功能的
阻滯、壅塞不通等。
如果嬰幼兒時期缺乏心理關愛，缺少親情溝通與交流，
「使道」在早期的發展
過程中未得到有效的通暢訓練，則可能導致兒童自閉症的發生。自閉症患兒無法
實現和完成《靈樞・本神》的「所以任物者謂之心，心有所憶謂之意，意之所存
謂之志。」的認知過程，因而他們有廣泛的認知發展障礙，並無法與人溝通交流。
這與他們的神、魂、魄、意、志五藏神潛藏於心、肝、肺、脾、腎五臟內，與其
所配屬的五官神竅之間沒有建立起正常的往來行使之道，他們的感知功能零散而
不能被心神有效整合，
「任物」過程不能完成，「處物」能力便無法獲得。由於內
外部世界無法溝通，他們只能生活在孤獨的世界裡，屬「使道閉塞而不通」的嚴
重情況。自然分娩的嬰兒頭部及全身皮膚經產道強力擠壓，與母體有密切接觸，
對啟動「知類在竅」和「使道通暢」建立頗有助益。剖腹產的嬰兒沒有經歷此過
程，對「知類在竅」的功能啟動和「使道通暢」的建立應有一定的影響。生命過
程是一個自然過程。胚胎期順其自然發育，減少人為干擾是上乘之舉。人為的採
用一些藥物或手段，進行所謂的促進大腦發育、促進神經系統發育，可能會導致
形神發育不同步，不協調，甚則形神分離，這可能是兒童自閉症發生的原因之一。
（曲麗芳，2012）
成年人也可因各種不當欲望，如情迷、權迷、錢迷、色迷等，或因各種邪氣
閉阻，如痰迷心竅、瘀阻心竅、濕蒙心包等，使「使道閉塞而不通」
，導致各種精
神、心理、情感疾病，或犯錯、犯法、犯病等。心主明，使道通暢，五官神竅功
能正常，患者聽得進，想得通，各種心理治療技術和方法才有用武之地。若心主
不明，神使之道不通，五官神竅不利，患者聽不進、看不進，各種心理治療技術
和方法都不能發揮作用，使心理治療無法實施或取效。嚴重的抑鬱症患者多伴有
「使道閉塞而不通」
，其對周圍的美食、美景、美音、美色、美物等都不感興趣，
僅憑一般性的心理疏導很難使其走出抑鬱狀態。
「使道」言神可使，或曰神可主形，驅使臟腑功能保持正常。
「神不使」則言
神不可使，或曰神不主形，無法驅使臟腑功能恢復正常，這與疾病轉歸有關。
《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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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內經・素問・湯液醪醴論》在論及嚴重疾病和情志內傷疾病時指出：
「帝曰：
『形
弊血盡而功不立者何？』岐伯曰：
『神不使也。帝曰：何謂神不使？』岐伯曰：
『針
石，道也。精神進，志意治，故病可愈。今精壞神去，榮衛不可複收。何者？嗜
欲無窮，而憂患不止，精氣壞，榮泣衛除，故神去之而病不愈也。』
」張宛鄰
（1764-1833）釋曰：「神不使：凡治病之道，攻邪在乎針藥，行藥在乎神氣，故
施治於外，則神應於中，使之升則升，使之降則降，是其神之可使也。」
5. 使道偏通訓練
「使道通暢」訓練在嬰幼兒早期可能是無意而自然進行的，但到了學習階段，
兒童或家長可根據自身的條件和愛好，選擇適合自己的成才之路。這種有明確目
標的特殊技能或手藝的訓練培養過程，可歸屬於後天「使道」偏通的訓練過程。
張景嶽《類經・夢寐》言：
「神動於心，則五藏之神皆應之，故心之所至即神也，
神之所至即心也。」神至之處便有神奇功能。心神常來常往之處，便是獨特擅長
之處，魔術家的手、畫家的手、彈鋼琴的手、投籃球的手、踢足球的腳、繡花女
的手、中醫摸脈的三指等都屬「使道」偏通訓練的結果。
伍、陰陽之道，修心明神
心神修明是後天心理發展過程。明就是心神明，明曉自身特點，明白自己所
為，明晰自己所需等。人是陰陽的統一體。陽正陰負。心神修明就是強化和發展
內心積澱的正能量，弱化和剷除負能量。
在心主「任物」
「處物」的漫長過程中，不同環境、不同境遇、不同薰染可使
神明進一步正化——建立健康心理和健全人格；也可使神明迷蒙、異染、異化——
出現心理變態、人格異常。人心向善或從惡，先後天都有影響。同樣的事件、相
同的經歷或刺激，有人從善正化，有人從惡邪化。中國哲學認為只有雞蛋，而不
是石頭，才能在合時的條件下孵出小雞。這反映了中國文化對人類本性的認識。
一、陰陽者，神明之府
古代聖賢對心神修明的理論和方法都有闡述。
《鬼穀子・本經陰符》曰：「故
道者，神明之源。」又曰：
「養神之所歸諸道。」
《易經》謂：
「一陰一陽為之道。」
陰陽之道既是宇宙萬事萬物變化生存、平衡、和諧之道，也是人類心理健康平衡
之道。《素問・陰陽應象大論論》曰：「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
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於本。」中國數千年的文化精髓可
濃縮為兩字——陰陽二字，最終歸納為一個字「道」
。各行有各行的道。君子愛財，
取之有道。陰陽太極圖成為正確處理一切問題的公式和修心明神的法寶，其本質
是順勢而為，中庸平和。見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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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陰陽心理動態平衡圖，圖中顯示上為陽、下為陰，但互為動態平衡。
圖中綠色代表正常健康。外圈的綠色代表個體與外界環境，包括自然環境、
社會環境、學習工作環境、家庭環境、親戚朋友圈等都應處於一個動態調整，中
庸平和狀態。內部的綠色代表一個人內心的動態調整與平和。本人在上海中醫藥
大學心理諮詢中心曾遇一位大一新女生，入校不及三月，即與同室的上海籍同學
常鬧矛盾，欲離校到外自租房屋，但家庭條件不允許。所願不得，情緒抑鬱，影
響學習，遂來諮詢。交談中，聽其暢談在哈爾濱讀高中時，老師、同學如何對其
好，在家時父母、親戚如何對其好等。末了，我問：「你現在哪裡？」其答：
「上
海！」又問：
「你的心在那裡呢？」其不語。我說：「你人在上海，但心仍留在哈
爾濱。你沒有根據新環境調整自己來適應上海的校園文化。上海與哈爾濱相隔數
千里，上海文化與哈爾濱文化不同。你心裡有哈爾濱文化的薰染，上海同學有上
海文化的薰染，你們之間的不合是二種地域文化的衝突……。」最後她若有所悟
地說：「我試試調整自已。」表情輕鬆地離去。
不同的外界刺激，正面、負面、喜慶、悲哀，總會引起情緒波動，持續長久
的極端情緒，一定會引起相應藏氣的波動，導致心境波瀾，不靜不淨，日久痰瘀
濁邪內生，藏府功能失調，就會發展成各種神志病。
《黃帝內經・素問・陰陽應象
大論》言：
「人有五藏化五氣，以生喜怒悲憂恐。」中醫強調上工治未病，上工救
其萌芽。心理諮詢與治療與此同理。
二、陰陽平衡，心態平和
《黃帝內經・靈樞・陰陽二十五人》以陰陽五行為綱，將人類大體分為二十
五種人格，每個人個的長相、膚色、行為特徵、心理特質等都有詳細描述。每個
人都是陰陽的統一體，在人生的不同階段，或在不同的神明條件下，會有不同的
性格表現，如屬於陰性性格的有內向、低調、小氣、自私、貪婪、自卑、懶惰、
冷漠……等，屬於陽性性格的有外向、張揚、張狂、大方為公、奉獻、自信、勤
奮、熱心……等。《黃帝內經・靈樞・行針》
：「多陽者多喜，多陰者多怒。數怒
者易解。」闡明了性格偏頗者的特點。
漢字是中華文化的主要載體，自倉頡造字起，經過象形文字轉化為會意文
字，部分漢字漢還承載了一些心理學知識，以心為例，從甲骨文的
、金文
、小篆 的象形文字，隸書
楷書
到現代字體的心，可以看出心字所蘊
涵的心理學意義（徐麗英、曲麗芳，2010）
：心字中間的豎彎鉤形似一容器，代表
心的包容與開放，左右兩點代表心路歷程上所經歷的陰陽正負經歷，中間一點是
只將中庸、正確、平衡後的東西放在心理。由心組成的字，如思、想、意、念、
怒、恐、悲、慮、志、愛……等多與精神、意識、思維、心理活動相關。若心不
加選擇、不加調整地將所經歷的各種繁複、繁雜事情全部放在心理，日久就會頭
緒萬千，心亂如麻，沉重得心裡負擔，難以招架和應對，勢必導致心理失衡和紊
亂。由豎心「忄」 組成的字，多與情感、情緒、情志等活動相關，如情、驚、憂、
懼、惱、愉、悵、恨、懺、悔、憾、憎、悚、怵、怔、悅、慌、慍、慎、怡、憶、
愕、憤、怯、愜、慽、恤、悵、惕、悸、懵、懂、憐、憫、怕、恫……等。 「忄」
的中間「∣」代表一個人的總體情緒表現應該是不偏不倚，正直向上，中庸平和。
左陽右陰，左正右負。左右二點代表的是無論正面情緒，還是負面情緒，都不可
掛在中間「∣」上，也不可偏在「∣」的任何一側。喜怒憂思悲憂恐的任何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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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都應該是即時性的和一過性的。任何持續、過激、極端的情緒都會導致「∣」
的左偏或右偏，長期的左偏頗或右偏頗，定會導致五藏氣失衡，繼而影響五藏神
失調，甚至心理失衡，心神不明，出現諸如範進中舉，狂喜而瘋，黃粱美夢，得
意忘形的結果。
陸、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綜上所述，人的一切心理問題，包括心理障礙、心理變態、人格偏頗、人格
變異、人格缺陷，人格異化乃至一切精神、心理、情感性疾病都或多或少的與心
神不明有關。神明或不明也屬中醫陰陽失衡的疾病觀範疇。健康的軀體和健康的
心理一樣，都以陰陽平衡為基準。一沙一世界，一人一世界。來訪者的內心是陽
光燦爛，還是陰暗齷齪，只有他本人清楚。每個人的內心世界要充滿陽光，要明
亮，必須是自己打開心靈之窗讓陽光進來。要真正徹底地治癒心理類疾病，不論
使用何種方法，都要使來訪者的心神複歸於明，即恢復正常的認知，恢復「自知
之明」
。諮詢者引導來訪者自己明白問題出在哪裡，需要改變哪裡，內心發願改變
自己，獲得自我修心明神的意志力，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這需要諮詢者有
深厚的心理學功底，能發現心理現象背後的癥結所在，真正有的放矢的引導來訪
者自我解決心理問題。那種流於形式的心理諮詢或疏導，就事論事、頭疼醫頭、
腳頭醫腳、談話說教式的治標方法，只能短時解決問題，有時反加重來訪者的心
理負擔。
二、建議
作為心理學從業者和研究者，首要任務要讓公眾明白心理健康，心智正常，
人格健全得依靠他們自己有意識、有目的地自身修明，要讓他們明白健康的心理，
平和的心態不可能全部與生俱來，或自然獲得，明白心神一定要通過不斷地修煉
和修正才能逐漸明晰起來。《黃帝內經・素問・針解》言：
「義無邪下者，欲端以
正也，必正其神者。」有了心理問題僅靠他人的心理疏導、安慰，只是權宜之計，
自我修心明神，才是治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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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e of the Heart in Mental Enlightenment, Mental
Development and Psychological Health
Li-Fang Qu
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odern psychology in the west has not only stimulated
the growth of modern Chinese psychology but also has also awakened the
Chinese re-understanding and study of both indigenous Chinese psychology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psychology. This paper introduced some of the
psychological theories in the Inner Canon of the Yellow Emperor. TCM holds that the
heart houses the spirit and governs its enlightenment, and TCM psychology primarily
studies the heart and spirit. According to TCM psychology, in the process of a new life,
three kinds of "sprite" develop, namely the root spirit, initiating spirit and acquired
spirit, and greatly influence spiritual growth and mental health. This paper focused on
the heart governed development of "cognitive process" and "problem-solving"
described in Chapter 8 of The Spiritural Pivot, and the heart governed enlightenment of
the spirit described in Chapter 8 of The Elementary Questions of the Inner Canon of the
Yellow Emperor. The author pointed out that many psychological problems are related
to and influenced by the heart governed enlightenment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gnitive process. To prevent psychological problems,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given
to the heart governed enlightenment of the spirit from the very early stage in life. In
addition, to enhance treatment, therapists should help patients achieve the
self-enlightenment of the heart and spirit.

Keywords: psychology of TCM, indigenous psychology, heart governed enlightenment
of the spirit, spiritual growth, root spirit, initiating spirit and acquired spirit
Li-Fang Qu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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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心理，誰主神明？
閆少校
摘要
在中醫學中，人的精神和心理功能歸屬於哪個臟腑功能，一直有爭論，其中
有影響的主要是「心主神明」論、「腦主神明」論與「五臟藏神」論。「心主神
明」論出自《黃帝內經》「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強調對外界的認
知過程、資訊的內部處理過程以及生智過程均由中醫理論中的「心」負責，這裏
的「心」其實不是「心臟」的實體，而是指包括負責「神明」的功能的一個中醫
的臟腑器官，其實包含了現代醫學中的「腦」的大部分功能，這對我們理解心理
現象、治療心理疾病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腦主神明」理論與現代醫學的認識
基本是一致的，但在指導中醫藥對精神心理疾病的治療方面起到的作用非常有
限。「五臟藏神」論認為神、魂、魄、意、志五種主要的精神活動，分別歸屬與
五臟心、肝、肺、脾、腎這五臟，但不同的臟腑之間對精神活動的支配仍有主次
之分，「心主神明」仍然處於主導地位。

關鍵字：中醫心理學、心主神明、腦主神明、五臟藏神
閆少校

北京大學回龍觀醫院中西醫結合科（39383196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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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這裏討論的「神明」，是指人的精神或心理活動。人的精神和心理活動
是神經系統特別是腦的功能，這從西醫或西方心理學的角度看，幾乎沒有任何爭
議。既便是沒有醫學、心理學知識的人，也大都知道這個常識。但在中醫學領域
裏，卻一直存在著分歧和爭議。在 2016 年 7 月召開的中國中西醫結合學會精神疾
病專業委員會第 15 屆學術年會上，筆者主持了一場關於「誰主神明」的專家論壇，
參加辯論的七、八位國內著名的專家之間意見也不一致，最終也未達成共識。比
較有影響的理論是「心主神明」論、
「腦主神明」論與「五臟藏神」論。
壹、心主神明論
《心主神明，心智成長，心理健康》一文的作者即秉持「心主神明」論，並
在此視角下對「本神、元神、識神」三者的關係，和心「任物」和「處物」過程
對心理健康影響進行了系統的分析和討論。
古人體會到，由於人多心髒和人的生命的存亡有直接關係，人在高興或悲傷
時，心臟都有特殊的反應，因此認為心臟是產生心理功能的器官（彭聃齡，2001）
。
我們日常生活中常說「計上心頭」、「心裏有事」、「心領神會」等成語就是這樣流
傳下來的。
《皇帝內經·素問·靈蘭秘典論》指出：
「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
，
《靈樞·邪客篇》也指出：「心者，五臟六腑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這即是
「心主神明」的理論依據，因此心理才叫「心」理而不是「腦」理。
「心主神明」學說的影響很大。患者出現昏迷、失眠、健忘及癲狂等精神、
意識、思維異常的證候，按照臟腑辨證均為心的病變（張廷模，2004）
，中醫治療
神志（即精神）疾病，多從心論治，如「鎮心安神」、
「清心安神」、「安神補心」
等中醫治法。凡是能主治這類證候的藥物，如酸棗仁、琥珀寧心神以治失眠，人
參增智以治健忘等，皆為歸「心」經之藥（張廷模，2004）。因此，「心主神明」
理論有著非常重要的中醫臨床意義。
與西方心理學對心理現象的認識不同，中醫的「心主神明」說還比較籠統，
「神明」怎麼分類？「神明」的過程如何？到目前為止還比較模糊。
難能可貴的是，《心主神明，心智成長，心理健康》一文的作者，在「心主
神明」的理論框架下，根據對古代文獻的分析研究，總結出個體生命發育過程有
本神、元神、識神之分，並指出本神為進化而來的先天積澱，遺傳攜帶，代代相
傳，屬先天本有和固有；元神啟動對心理發展和人格塑造有導向作用，有時起決
定性作用，是內驅力和本能願望之源。識神在出生後通過外部世界的認知對心理
成長的影響，是心主神明，心神修明，心智成長，心理健康和心理治療的主體。
關於心智發展的全過程，作者歸納為「心主神明」引導下的三個階段：一是認知
過程——「任物」
，即由眼、耳、鼻、舌、身等感官對外界資訊的感知接受過程。
二是處理過程——「心有所憶，意之所存。」
，在「意識」層面上經過思考，對
資訊進行處理、加工和儲存過程。三是生智過程——「因志而存變，因思而遠慕，
因慮而處物。」是知識深加工，知識再輸出，知識再運用的生智慧過程，也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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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之神不斷修明和獲得「明」的過程。
作者還提出「使道通暢」是心主神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其說也源於《黃帝內
經·素問·靈蘭秘典論》的「主不明則十二官危，使道閉塞而不通，形乃大傷，以
此養生則殃。」心主明，使道通暢，五官神竅功能正常，患者聽得進，想得通，
各種心理治療技術和方法才有用武之地。若心主不明，
「使道閉塞而不通」，五官
神竅不利，導致各種精神、心理、情感疾病，或犯錯、犯法、犯病等。作者以上
的總結分析，對我們理解心理現象、治療心理疾病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貳、腦主神明論
同樣是在《黃帝內經》中，其《素問・脈要精微論》指出：
「夫精明者，所
以視萬物，別黑白，審短長。……頭者，精明之府。」雖然沒有直接提到腦，而
這裏所講的「視萬物」
、
「別黑白」和「審短長」
，的確是大腦的功能。明代醫藥學
大家李時珍在《本草綱目》辛夷條中直接指出「腦為元神之府」
，清代醫學家王清
任在《醫林改錯》中說：「靈性記憶不在心而在腦。」
，均對後世影響較大。王清
任的腦髓說，極大地豐富了中醫病理心理學研究的科學內容，因而它是中醫心理
學的理論基礎之一（董建華，1987）。
儘管「腦主神明」理論與現代醫學的認識基本是一致的，但在指導中醫藥對
精神心理疾病的治療方面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因為中醫的辨證論治體系裏面基
本沒有涉及到「腦」
，而中藥的作用部位（如歸經理論）也幾乎沒有涉及到腦。另
外在「心主神明」理論的框架下，這裏的「心」其實不是「心臟」的實體，而是
指包括負責「神明」的功能的一個中醫的臟腑器官，其實包含了現代醫學中的「腦」
的大部分功能。
參、五臟藏神論
中醫學雖將「心」視為產生精神心理活動的主要器官，但同時又有「五臟藏
神」的說法，認為多個臟器參與了精神活動。
《素問・宣明五氣》篇說：
「心藏神，
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腎藏志，是謂五臟所藏。」將神、魂、魄、意、志五
種主要的精神活動，分別歸屬與五臟。
《素問・陰陽應象大論》說：肝「在至為怒」
，
心「在志為喜」，脾「在志為思」，肺「在志為憂」，腎「在志為恐」
，認為不同的
情緒也分別與不同的臟器有關。這為中醫治療心理疾病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
但不同的臟腑之間對精神活動的支配仍有主次之分。如《素問・靈蘭秘典論》
指出：
「心者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肺者，相傅之官，治節出焉。肝者，
將軍之官，謀慮出焉。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膻中者，臣使之官，喜樂出
焉」，而且「主明則下安，……主不明則十二官危。」可見「心主神明」仍然處
於主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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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
儘管在中醫學裏面還無法將幾種理論統一，但從中醫的臨床與治療實際看，
毫無疑問「心主神明」理論有著更重要的意義。正象《心主神明，心智成長，心
理健康》中指出的：
「人的一切心理問題，包括心理障礙、心理變態、人格偏頗、
人格變異、人格缺陷，人格異化乃至一切精神、心理、情感性疾病都或多或少的
與心神不明有關。」而明白到這一點，心理學從業者和研究者就可以「讓公眾明
白心理健康，心智正常，人格健全得依靠他們自己有意識、有目的地自身修
明，……心神一定要通過不斷地修煉和修正才能逐漸明晰起來。」這是「心主神
明」對於心理健康最直接的指導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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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ominating Role in Mental and Psychological
Functions in TCM
Shao-Xiao Yan
Abstract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controversies exist regarding which viscera
do mental and psychological functions belong. Among the many theories, the Heart
Dominate Spirit theory, Brain Dominate Spirit theory and Five-Viscera Based Spirit
theory are the most influential. The Heart Dominate Spirit theory is derived from the
concept of "the heart rules the body and the spirit comes from the heart” found in the
Inner Canon of the Yellow Emperor. The theory asserts that external cognitive
processes, internal processes and mentalization are controlled by the heart, which in
TCM, does not refer to the entity of the heart itself, but is defined as a viscera organ
dominating the mental functions that are largely described as brain functions in modern
medicine. Hence, this theor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understanding psychological
phenomena and treating mental disorders. On the other hand, the Brain Dominating
Spirit theory is consistent with the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medicine, but is
insignificant to the treatment of psychiatric disorders in TCM. The Five-Viscera Based
Spirit theory believes that the five main mental activities, namely the Spirit (Shen),
Soul (Hun), Interior Spirit (Po), Intention (Yi) and Will (Zhi), are dominated by the five
visceras, specifically the heart, liver, lungs, spleen and kidneys. However the Heart
Dominate Spirit is dominant in these visceral activities.

Keywords: TCM psychology; heart dominating spirit; brain dominating spirit;
five-viscera storing spirit
Shao-Xiao 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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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主神明，心智成長，心理健康》評論意見
劉天君
摘要
《心主神明，心智成長，心理健康》是一篇用現代心理學思想系統整理以《黃
帝內經》為代表的古典中醫心理學學說的力作。文章作者所採用的邏輯框架主要
是以現代心理學的意識結構與認知過程，解讀古典中醫心理學說的本神、元神、
識神學說及其相應的行為。這種方法有創造性，但也有其不足，因為在中醫心理
學的古典學說中，不少觀點難以整合到現代心理學理論體系的邏輯框架中，例如
情志學說的五行生克關係及其與氣機運行的關係。

關鍵字：意識結構、認知過程、情志學說、氣機運行
劉天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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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主神明，心智成長，心理健康》是一篇用現代心理學思想系統整理以《黃
帝內經》為代表的古典中醫心理學學說的力作。作者具備扎實的中醫心理學古典
文獻功底，除依據《黃帝內經》之外，還以《鬼穀子》、《類經》、《論語》、
《周易》等多部重要的古籍作為補充，探索古典中醫心理學學說的發展軌跡與邏
輯體系，提出了一系列有說服力的觀點和理論模式。例如關於本神、元神、識神
的分類及其功能，從「任物」到「處物」的心理發展過程，以及「使道通暢」的
構建和訓練，等等。作者提出的許多觀點均具有學術上的創造性，發前人之未所
發，可謂獨樹一幟，自成一家。
古典中醫心理學的學說大都零散表述，見於多種古籍或同一古籍的不同篇章
中，並未形成有系統性的理論。將這些零散的觀點整理為系統的理論，不僅需要
搜集盡可能詳盡的原始文獻資料，還需要提出能夠銜接與整合這些散在觀點的框
架性邏輯結構。本文作者所採用的邏輯框架主要來自現代心理學的意識結構與認
知過程。例如作者提出的本神、元神、識神學說，大體可類比於現在心理學的集
體無意識、潛意識和意識結構。而提出以《黃帝內經・靈樞・本神》篇中：「所
以任物者謂之心，心有所憶謂之意，意之所存謂之志，因志而存變謂之思，因思
而遠慕謂之慮，因慮而處物謂之智。」這段話，將「任物」到「處物」的意識發
展過程予以現代心理學認知過程的解讀，既未遠離古典學說的本意，又與現代心
理學理論契合，賦古句以今意，使人耳目一新。這種古今相互釋義方法的益處顯
而易見，它最大限度地統一了古典中醫心理學與現代心理學的理論觀點，使人們
能夠看到古典與現代，以及不同文化與文明之間人類心理發展過程的相關性與一
致性。
但這種方法也有其不足。在中醫心理學的古典學說中，有不少觀點難以整合
到現代心理學理論體系的邏輯框架中。例如：心肝脾肺腎五臟分主喜怒思悲恐五
種情緒；五種情緒又有喜勝悲、悲勝怒、怒勝思、思勝恐、恐勝喜等五行相克關
係；且與氣機運行相關—喜則氣緩、怒則氣上、思則氣結、悲則氣消、恐則氣下。
這些難以整合的觀點恰恰是古典中醫心理學特有的、或許是更能反映其本質的內
容。發掘這些內容並提出它們自身的、不同於現代心理學的理論邏輯框架，對中
醫心理學的發展更有裨益，並可豐富和拓展現代心理學理論。期待作者能夠百尺
竿頭，更進一步，再著力作。
此外，這裡之所以提出情緒問題，是考慮到增進心理健康是這篇論文的目的。
心理健康問題在相當程度上是情緒問題，情緒問題的解決可通過認知途徑，也可
以通過其他。例如依據中醫心理學情緒與氣機運行相關的學說，調整氣機運行就
是解決情緒問題的一條基本途徑。

- 27 -

Comments to “Role of the Heart in Mental
Enlightenment, Mental Development and Psychological
Health”
Tian-Jun Liu
Abstract
Mind, Mental Development and Mental Health is a systematic organization of the
psycholog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in the masterpiece, Huangdi
Neijing (Inner Canon of the Yellow Emperor) using modern psychology. Applying
the consciousness structure and cognitive process of modern psychology as the logical
framework, the author explained the TCM psychological theories of consciousness,
original consciousness and cognitive consciousness,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behaviors.
While creative, the presentation is limited in that many viewpoints in the classical
theory of TCM psychology, such as sentimental theories, generative and restrictive
relationships of five elements and their energy operating mechanism, are difficult to
integrate into the logical framework of modern psychology.

Keywords: structure of consciousness, cognitive process, sentimental theories,
operating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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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主神明與腦主精明之爭
曲麗芳
摘要
本文回應劉天君教授《心主神明，心智成長，心理健康》評論意見一文，和
閆少校教授《精神心理，誰主神明？》一文。筆者對二位教授的專業水準由衷欽
佩，對中肯評價表示接受並感謝，對文中提及的異議部分從「意識源起之辨、腦
主神明與心主神明之爭、氣機與情緒情志關係」三方面作進一步探討，不妥之處，
敬請斧正。

關鍵字：意識源起、心主神明、腦主精明、情志學說、氣機運行

曲麗芳

上海中醫藥大學基礎醫學院傷寒金匱教研室（Lifang_qu@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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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意識源起之辨
劉天君教授認為筆者的《心主神明，心智成長、心理健康》一文「所採用的
邏輯框架主要來自現代心理學的意識結構與認知過程。」其實「意識結構與認知
過程」並非來自西方心理學的舶來品，
《黃帝內經》中就有相同的辭彙和詞意，中
醫自古有之用之，只是近代西學東漸，國內科學唯物主義盛行，使「形神合一，
形神並重」的傳統中醫學轉向「重形輕神」的研究和發展，忽略了《黃帝內經》
中的心理學內容，使其深藏不顯，難為今人所知。
《黃帝內經·五藏生成篇第十》：「五藏相音，可以意識。」此「意識」與現
代心理學的「意識」並無本質區別。甲骨文「意」寫作「

」。下部為心，示

心（神）是意識的主體；中部為口，言為心聲。意有「意識、意念、意會、意象、
意思、意境、意向、主意、意志」等多重含義。《說文解字》（許慎，1963）：
「意，志也。從心察言而知意也。」說明意識的獲得由心所主，並由口說出後才
可知「意識」有無獲得。又言：「志，意也。」其意有二：一言「意志」密不可
分，二言「意」有記憶屬性。「從心察言而知意」是對中醫心理學理論體系中的
意識獲得過程的概括。《黃帝內經·靈樞·本神第八》對其有更詳盡闡述：「所以任
物者謂之心，心有所意謂之意，意之所存謂之志。」短短三句話濃縮了人類意識
獲得過程的三個必要步驟：第一句，心主「任物」，言心（神，又稱識神）既是
認知過程的主宰，（欲視、欲聞）也是意識產生的主體（所見、所聞）。心神在
外可通過眼耳鼻舌口五官神竅感知外部資訊（君為五官之長，五官皆為心之使）(鬼
穀子，戰國／2011），在內可通過五藏六府感知體內各種變化。《黃帝內經》曰：
「心為五藏六府之大主。」第二句，心神將內外資訊即時加工處理得出「意」─
即刻反應得出的意念、意思、意境……，但此階段的「意」僅僅是一個即時思考
反應，還不能成為真正心理學意義上的「意識」。第三句，將「意」貯存後具有
「志」的記憶屬性，並能以語言說出或行為表達的才算是完整的、真正心理學意
義上獲得了意識。
《說文解字》釋：
「意，志也。」又釋：
「志，意也。」
「志者、記也、知也。」
「志 」甲骨文寫作「

」字形上部可理解為心主「任物」過程中的資訊輸入，

下部可理解為加工處理後的「意識」輸出。大器所用，升降出入。小篆寫作「
字形下部示心，上部似出，與

」

字下部為心，意義相同，
「意志」二字的字形

初意都表明心是「任物」的主體，思考處理資訊的主體，
「意識」產生的主體。中
為口。意為由心「任物」所接受感知的資訊，經初級思考後獲得即時意念，明白
意思後貯存轉化為「志」，並以言行作出回應的才是真正完成了一次意識獲得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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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這與 Freud（1990/1998）的「凡能為我們所意識到的，必得經過第二個心理
步驟所認可……意識是一種特殊的心理行為，它是由感官將其他來源的材料，經
過一番加工而成的產品。」觀點近乎一致，但比其還多了一個「意之所存謂之志」
的過程。意的本意是意識，但只有兼具記憶屬性的意識才是真正的意識。轉瞬即
逝的、沒有儲存記憶的「意」是沒有心理學意義或價值的。以自閉症患者為例，
他們可以與正常人經歷或處在相同的「任物」環境中，但他們的神魂魄意志五藏
神或許沒有外寓於眼耳鼻舌口五官神竅，他們似乎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似乎沒
有「任物」過程的資訊初級獲得能力，隨後的「心有所憶」的資訊即時初級加工
處理，即有無思維判斷能力無從得知，只有通過觀察他們的語言、行為反應才能
測知。
自閉症患者可能是中醫認知過程的三個心理步驟都缺失，或缺少了第二、第
三個心理步驟。他們既不能處理「任物」
，得不出意念，不明白意思，也不能貯存
意念，不能作出合理的言行應答。意識的產生與獲得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心理過程。
自閉症患者的症狀表現說明他們的意識產生與獲得出了問題，他們無法學習，知
識不能接受，沒有記憶，知識不能積累，心神無法修明，心智無法增長。 (曲麗
芳，2012)
《說文新附》言：
「意，志也。志卽識。心所識也。」
《字詁》
：
「誌，記也。」
中國文化和中醫學常將「意志」二字合稱。有「意」無「志」的「意」不能稱作
「意識」
。現代《三種心理學》
（1992/2000）認為：「認知心理學是感覺輸入（任
物）的變換、減少、解釋、貯存、回復和使用（處物）的所有過程。」這與《黃
帝內經·靈樞·本神第八》所言近乎一致，但中醫早於其二千餘年。
辯證唯物主義認為意識是人腦對大腦內外表像的覺察。這是基於《易經》
「形
而下者謂之器」
，屬於在物質實體、形態結構層面獲得的解剖學知識體系。意識是
一種心理活動和心理現象，由心神所主，屬於「形而上者謂之道 」和「見乃謂之
象」的、高於「器」層面所獲得的心理學知識體系。二者的知識體系源於不同的
哲學思維，本不建立在一個層面上，因而無可比性，無參照性。
貳、心主神明與腦主神明之爭
閆少校教授認為「神明是指人的精神或心理活動。人的精神和心理活動是神
經系統特別是腦的功能，這從西醫或西方心理學的角度看，幾乎沒有任何爭議。
既便是沒有醫學、心理學知識的人，也大都知道這個常識。但在中醫學領域，卻
一直存在著分歧和爭議。」
「心主神明」與「腦主神明 」之爭起於清末西學東漸之時。
「腦主神明」說
可能受到了現代腦科學的影響。但筆者認為「腦主神明」說也與《黃帝內經·素問·
經脈別論篇第二十一》的「府精神明」和《脈要精微論第十七》的「頭者，精明
之府。」觀點密切相關。如果真正理解了這兩篇所論，就會發現「心主神明」與
「腦主神明」各有側重，內涵不同，二者既不矛盾，也無對立，更無衝突，實無

- 31 -

爭辨可言。
《黃帝內經·素問·靈蘭秘典論第八》和《刺法論篇第七十二》都論及「心主神
明」：
「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肺者，相傅之官，治節出焉。肝者，將軍
之官，謀慮出焉。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膻中者，臣使之官，喜樂出焉。
脾胃者，倉廩之官，五味出焉。大腸者，傳道之官，變化出焉。小腸者，受盛之
官，化物出焉。腎者，作強之官，伎巧出焉。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膀
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故主
明則下安，以此養生則壽，歿世不殆，以為天下則大昌。主不明則十二官危，使
道閉塞而不通，形乃大傷，以此養生則殃，以為天下者，其宗大危。」
兩篇所論的「心主神明」
，意在以身喻國，以心之神喻國之君，強調心神明與
國君明在身心健康和國家昌盛中的重要作用。眾所周知，每個人的心神都不是生
來就明，須經過漫長的後天修行，方能逐漸從嬰幼兒蒙昧狀態和懵懂少年時期達
到成年人的明晰、理性、睿智狀態。心神修明的程度是一個人的心理健康和心智
成熟水準的反應，這應該不完全取決於神經系統和大腦功能。
「腦主神明」說的緣起除受現代腦科學的影響外，還與《黃帝內經》二篇論
述有關：一是基於《素問・經脈別論篇第二十一》的「府精神明」
，二是基於「
《素
問·脈要精微論篇第十七》的「頭者，精明之府。」
「府精神明」中的「府」指大腦。腦為元神之府。
《黃帝內經・靈樞・經脈篇
第十》
：
「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腦髓生。」腦神之明依賴於腦精充沛。
「頭者精
明之府」指頭面五官神竅和頭內大腦功能也依賴於腦精充足。
《素問・脈要精微論
篇第十七》的 「夫精明者，所以視萬物、別白黑、審短長；以長為短，以白為黑，
如是則精衰矣。……頭者，精明之府，頭傾視深，精神將奪矣。」精明即目之精
光和神光能精細明察秋毫，主要指頭目五官神竅的聰明靈敏及功能正常。所謂精
明，有精則明，無精則不明。精明之府在頭，實指髓海——腦，這是李時珍「腦
為元神之府」說和「腦主神明」說之理論源頭。青壯年時，身體盛極，精力充沛，
耳聰目明，思維敏捷，反應靈活。年老精虧，髓海空虛，耳聾眼花，思維遲鈍，
行動遲緩，先後天癡呆及愚鈍等均可歸屬於腦精不明之列。
（曲麗芳，2015）
基於《黃帝內經》這兩篇所論，
「腦主精明」比「腦主神明」更符合經文原意。
「精明」強調頭目五官神竅功能靈敏正常，
「神明」強調精神、意識、思維、情感
等心理活動正常。前者重在「精」，與先天稟賦有關，後者重在「神」，與後天修
行有關。腦主精明與心主神明均涉及「神明」
，然其內涵大有不同。
「府精神明」
和 「頭者精明之府」指元神之「府」——腦內充滿了「精」
，神得滋養，化源充
足，神明有智，神竅靈敏，耳聰目明；反之，腦「府不精」
，即元神之「府」——
腦內「精」不足，神失滋養，化源匱乏，神竅失養，耳聾目花，神不精明，智力
低下，愚鈍癡呆。先天精虧神弱的弱智兒童，後天大腦萎縮的老年性癡呆，都屬
「腦失精明」之列。與腦主精明相比，心主神明主要強調的是心理健康和心智健
全。所有的精神心理情感問題都與心神不明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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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主神明說與心主神明說一樣，都源自《黃帝內經》
。其雖未明言「腦主神明」
，
但其所論「府精神明」和「頭者精明之府」確為「腦主神明」說之淵源。
「心主神
明」是傳統認識，
「腦主神明」是現代表達，其理念早已有之。
參、氣機運行與情緒之辨
劉天君教授在《心主神明，心智成長，心理健康》評論意見中指出：
「中醫
心理學的古典學說中，不少觀點難以整合到現代心理學理論體系的邏輯框架中，
例如情志學說的五行生克關係及其與氣機運行的關係。」
「氣機」是中醫學特有術語，與神機相關。其功能重要性見於《黃帝內經・
素問・六微旨大論篇第六十八》:「出入廢，則神機化滅；升降息，則氣立孤危。
故非出入，則無以生長壯老已；非升降，則無以生長化收藏。是以升降出入，無
器不有。」氣機指全身各藏府功能活動高度和諧的一種協調狀態。氣機運行的基
本方式是升降出入。如肺氣宣發肅降主呼吸，肝氣生髮疏泄主調暢情志，所以，
氣機升降出入既可表現為藏府功能的正常與否，如肺氣上逆為咳，胃氣上逆為嘔，
腎氣不固為遺尿，府氣過降為腹瀉等；也可表現為情志方面的異常，如肝主怒，
怒則氣上，怒氣衝衝；心主喜，喜則氣緩，喜氣洋洋；脾主思，思則氣結，腎主
恐，恐則氣下等。
《黃帝內經・陰陽應象大論篇第五》
：
「人有五藏化五氣，以生喜怒悲憂恐。」
喜怒悲憂恐是人的五種基本情志，配屬心肝肺脾腎五藏，火木金土水五行，彼此
之間遵循五行生克乘侮的變化規律，這種變化規律使情志疾病的辨證施治有章可
循，有法可依，有藥可用。如喜勝悲、怒勝思、思勝恐、恐勝喜就成為中醫臨床
有效的治療手段，沿用數千年。
情緒中醫稱為情志。情緒是一過性的，情志是有記憶的。情志的「志」與神
志的「志」一樣，都含有記憶屬性。言「情志」不言「情緒」旨在強調人的情緒
變化或情感經歷會在內心深處留有記憶，並對心理狀態產生影響，特別是那些刻
骨銘心的情感經歷或心路歷程一定會在內心深處留有刻痕，長期積澱，成為心理
特質的一部分。
中醫認為情志由五藏氣產生，是五藏氣表現於外的一種狀態。五藏功能之氣
與五藏情志之氣，化源雖一，功能有異，如心主血脈，在志為喜。心氣既要維持
心跳以推動血液運行，又要表現為喜樂愛好之情。肝主生髮，在志為怒；肺主宣
降，在志為悲等，皆同此理。心主之神，修明較好，氣機調暢，藏氣平和，情志
和暢，中庸平和，身心健康；反之，心主之神，修明較差，氣機鬱遏，藏氣失衡，
情志偏頗，起伏波動，身心多舛。
基於陰陽五行哲學指導下的中醫心理學理論體系使中醫臨床在面對各種精
神心理疾病患者時有更多的思維空間、更多樣的治療方法、更豐富的歷代臨床經
驗積累可供借鑒，這些都是現代心理學無可比擬的特點和優勢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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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愛因斯坦說哲學是一切科學之母。哲學決定思維，思維決定認知，認知決定
知識結構和理論體系。氣機運行、情志學說、神志學說、心主神明、腦主精明等
都為中醫學所獨有，與現代醫學和現代心理學分屬不同的哲學認知體系下形成的
理論體系。肇始於《黃帝內經》的中醫心理學理論更是自成體系，沒有必要整合
到現代心理學理論體系的邏輯框架中，如同中醫學理論體系沒有必要整合到現代
醫學理論體系框架中一樣。東西方醫學包括心理學所以產生分歧，其根本原因在
於哲學認識論和方法論的不同。中醫自古信奉「醫易相通」，運用《易經》的「道、
象、器」三位一體的哲學思維觀察、認識、研究生命現象，與現代醫學在科學唯
物主義指導下，注重從「器」層面對生命的物質、形態、結構等層面研究自然得
出許多截然不同理論。
中西醫學的結合，包括中西心理學的整合、東西方文化的交流，首先必須在
哲學層面上有所整合。只有在哲學認識論和方法論統一的前提下，雙方才能相互
瞭解並理解。若各自秉承各自的哲學思想，用自己的哲學思維審視打量對方，如
用現代所謂的科學唯物主義去審視、打量在《易經》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謂
之器、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的「道、象、器」三位一體的、三層立體哲
學思維指導下、形成發展起來的、有數上下五千年知識經驗積累起來的中醫學理
論體系，因角度不同，眼界不同，眼神不同，所見、所得必然不同，分歧與異議
在所難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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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心理健康研究英文文獻的視覺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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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用 HistCite 和 CiteSpace 視覺化軟體，以“mental health”為檢索主題詞，以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資料庫 2006-2016 年收錄的 629 篇英文文獻為研究物件，
探析心理健康領域的研究現狀和研究熱點。結果顯示：近十年來，
（1）心理健康
研究的文獻數量呈上升趨勢，以美國、英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上升較快；（2）
高水準論文多刊載於醫學、精神病學、心理學期刊，分別以 Hoge CW、Kessler RC、
Smith TC 為首形成了三個核心的學術群；
（3）心理健康、抑鬱、美國、患病率、
創傷後應激障礙是高頻關鍵字。高被引文獻的聚類分析表明：研究方式更加多元，
研究角度更加新穎；複雜性疾病的相互作用機制研究依然是心理健康領域研究的
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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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引言
健康是人類關注的永恆主題，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則是個體整體健康的兩個
重要組成部分。世界衛生組織 2001 年曾提出要正確看待心理健康問題，對心理疾
病要有新的理解，同時提供治療的信心；並指出被長久忽略的心理健康對個體的
整體良好狀態至關重要，社會和國家必須重新認識這一點。中國大陸正處於複雜
的轉型時期，快速的工業化進程對國民心理健康的影響巨大，中國大陸公民的心
理健康狀態不容樂觀（李珺、李大光，2012）
。而且，在現代快節奏生活方式下，
個體心理健康問題日益突出，且表徵形式愈加多樣，心理健康研究也在不斷地聚
焦熱點，以適應這種新的變化趨勢。
隨著科研、商業、政府等部門對大資料的愈發重視，資訊視覺化技術正處於
飛速發展時期。在眾多基於引文網路的視覺化分析系統中，知識圖譜是國際知識
計量學界最為公認的技術之一（Chen, Ibekwe-Sanjuan, & Hou, 2010）
。該技術應用
範圍廣泛，特別是在探討學科前沿、科學發現、科學合作等方面極具應用價值（劉
則淵、陳超美、侯海燕、王賢文，2009）。
因此，筆者借助視覺化分析工具 HistCite 和 CiteSpace 梳理近十年心理健康研
究的高水準英文文獻，理出心理健康研究領域文獻的時空分佈，瞭解其發展的現
狀和趨勢；透過核心期刊和作者的分析明晰心理健康領域的研究走向和高產作
者；最主要的，可以從關鍵字的共現以及高被引文獻的聚類圖譜發現該領域研究
的熱點話題和前沿。
貳、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 HistCite 和 CiteSpace 分析方法。HistCite 是美國著名資訊學家、
被譽為「SCI 之父」的尤金·加菲爾德（Eugene Garfield）以及他的同事們共同開
發的一套引文編年視覺化分析軟體（李運景、侯漢清、裴新湧，2006）
。CiteSpace
由美國德雷克賽爾大學（Drexel University） 的陳超美博士研究開發，可用於探測
和分析學科研究前沿的變化趨勢以及研究前沿與其知識基礎之間，不同研究前沿
之間的相互關係（陳超美，2009）
。資料來源於 web of science 資料庫的子庫：web
of science TM 核心合集。以「主題」為檢索項，以“mental health”為檢索式，資料
時間限定為 2006-2016.5，出版類型為 article，精煉匹配 ESI 高水準論文（highly cited
papers 及 hot papers）後，共計檢索出 629 篇文獻。

三、研究結果與分析
一、心理健康研究英文文獻的時空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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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時間分佈
從圖 1 中可以發現，從 2006 年到 2015 年，心理健康領域的高水準英文文獻
整體數量上呈現上升趨勢，其中，2010 年和 2013 年的文獻數量出現了兩個小高
峰。2010 年，以美國為首的歐美國家相繼頒佈了一系列健康促進政策，如美國頒
佈了《國民健康目標 2010》
，提出了 2010 奧巴馬醫改計畫；2012 年，加拿大心理
健康委員會（NHCC）發佈《改變方向，改變生活：加拿大心理健康策略》
（Changing
Directions, Changing Lives: The Mental Health Strategy for Canada）。2016 年因為只
統計了前 5 個月，所以未參與資料分析。綜合地看，心理健康研究領域的高品質
文獻不斷增加，研究熱度不減。

圖 1 2006-2015 文獻數量分佈圖，圖中顯示自 2006 年到 2015 年的文獻發表量。
(二) 國家（地區）分佈
文獻的國家（地區）發文數量和被引頻次分佈表，可直觀反映不同國家（地
區）對心理健康研究領域的關注度和貢獻度。表 1 從研究文獻總量和被引頻次總
和兩個維度來呈現文獻的國家（地區）分佈差異。研究文獻總量位於前五的國家
分別為：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加拿大、荷蘭。文獻被引頻次總和排序前五的
國家分別為：美國、英國、加拿大、中國、德國。美國是較早開始心理健康研究
的國家，隨後該領域在歐美國家發展起來。美國、英國、加拿大在兩項維度中排
名都靠前，表明其研究具有較大的影響力。澳大利亞雖起步晚，但具備先進的實
驗設備，近十年研究發展迅速。中國和德國雖然研究文獻的數量不多，但其被引
頻次排名靠前，說明其對心理健康亦有較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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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國家（地區）發文數量和被引頻次分佈表
排名

國家（地區）

發文數量

排名

國家（地區）

被引頻次

1
2

美國
英國

445
125

1
2

美國
英國

466
91

3
4
5
6

澳大利亞
加拿大
荷蘭
德國

58
54
53
44

3
4
5
6

加拿大
中國
德國
義大利

54
42
41
34

7

義大利
中國

31

7

33

31
31
26

8
9
10

荷蘭
紐西蘭

8
9
10

西班牙
法國

西班牙
澳大利亞

32
31
28

二、心理健康研究英文文獻的核心期刊及作者分佈
（一）核心期刊分佈
期刊的發文數量和被引頻次分佈，可以大致判斷該領域研究進展和研究趨
勢。依據被引頻次數值降冪排列，確定了位於前八的期刊。發文數量作為參照資
料，如表 2 所示。
被引頻次位於前三的期刊分別為《美國公共衛生雜誌》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美國醫學會雜誌》（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以及《柳葉刀》
（Lancet）
。
《美國公共衛生雜誌》是美國最富有影響力的公共衛生
領域雜誌；
《美國醫學會雜誌》和《柳葉刀》都是國際上公認的醫學週刊，前者主
要刊登臨床及實驗研究論文、編者述評、讀者來信、相關書評等類型文獻，同時
也向讀者提供醫學及衛生保健領域的非臨床性資訊。
《柳葉刀》屬於醫學期刊，主
要刊載原創性的研究論文、評論文章等。
《普通精神病學文獻》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雖然被引頻次僅排第
四，但發文量最高。2015 年影響因數為 14.480（2015 年 6 月更新）。說明該刊對
心理健康學術研究意義重大。
此外，
《心理健康的管理和政策及心理健康服務研究》
（Administration & Policy
in Mental Health & Mental Health Services Research）
、
《內科醫學檔案》
（Archives of
Internal Medicine）、《社會科學與醫學》（Social Science & Medicine）、《美國精神
病學雜誌》（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等期刊也位於前八位。
從核心期刊的分佈情況，可以看出心理健康研究與多個學科的發展息息相
關，如醫學、精神病學、心理學、社會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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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核心期刊分佈表
排名

期刊

被引頻次

發文數量

1

American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65

42

2

61

15

3

JAMA-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Lancet

50

32

4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48

43

5

Administration & Policy in Mental Health &
Mental Health Services Research

24

10

6

Archives of Internal Medicine

18

6

7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18

27

8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4

14

(二)核心作者分佈
通過所發表的論文數量以及發表論文的被引頻次，可以瞭解論文作者對特定
領域研究的貢獻程度，貢獻程度較高的作者即構成該領域的核心作者群。瞭解和
追蹤這些研究者的研究主題和方向，可以説明我們快速掌握某一領域的研究重點
和發展趨勢（劉敏、李興保，2012）。
表3
作者分佈統計表
排名

被引作者

被引頻次

發文數量

1
2
3
4
5

Hoge CW
Kessler RC
Auchterlonie JL
Milliken CS
Smith TC

59
40
39
39
36

6
25
2
2
6

6
7
8
9
10

Posada-Villa J
Ryan MAK
Wells TS
Aguilar-Gaxiola S
Lee S

23
23
23
22
22

13
3
4
7
8

如表 3 所示，Hoge CW 的文獻被引頻次排名第一。Hoge CW 來自美國懷特
裡德研究所，主要負責精神病學和行為科學部門工作，研究方向是軍人的心理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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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與創傷後應激障礙。Auchterlonie JL、Milliken CS 和 Hoge CW 屬於同一個學術
群，研究方向基本一致。三者發文數量不高，但被引率高，是近年具有核心影響
力的作者。
Kessler RC 被引頻次排列第二，但發文數量居於首位。Kessler RC 作為美國
國家共病調查中心（National Comorbidity Survey，NCS）首席科學家，也是 WHO
發起的世界心理健康調查（World Mental Health survey，WMH）的合作指導者，
在 28 個國家進行了超過 20 萬人次的 WMH 流行病學調查，並對一般職業條件下
人員的精神疾病與情緒問題進行追蹤。Posada-Villa、Aguilar-Gaxiola S、Lee S 被
引較高的文章多和 Kessler RC 合作。主要包括 PTSD、重症抑鬱、雙相譜系障礙、
酒精成癮與依賴和 ADHD 等精神疾病的流行病學調查。
Smith TC、Ryan MAK 和 Wells TS 三人主要圍繞軍事人員的前瞻性流行病學
佇列研究。前瞻性佇列研究是佇列研究的基本形式，作為人群研究中可信度較高
的研究方法之一，具有病因學證據強度高、可獲得人群基線資料、可證實預防措
施的有效性等不可比擬的優勢（錢碧雲、李淼晶、張增利、張作文、董爾丹，2013）
。
三、心理健康研究的高頻關鍵字和高被引文獻的聚類分析
（一）關鍵字分析
關鍵字是對文獻內容的高度提煉，關鍵字共現分析可以反映某個時間段內先
進的研究方法、迫切需要解決的熱點問題或者研究者們感興趣的學術話題。將 629
篇英文文獻導入 CiteSpace，設定單位時區為 1 年，即可以得到 11 個單位時間分
區；之後在“Node type”面板選擇“key word”進行高頻關鍵字分析，同時闕值分別
設定為(2,2,20)，(4,3,20) ，(3,3,20)，表示關鍵字出現次數大於 2，關鍵字共現次
數大於 3，關鍵字間相似係數大於 0.2。通過此條件共得到 262 個關鍵字節點和 512
條關鍵字間的連線，如圖 2 所示。
由圖 2 中圓圈的大小可以判斷，Mental-Health（心理健康）、Depression（抑
鬱）、United-States（美國）、Prevalence（患病率）、Post-traumatic-stress-disorder
（創傷後應激障礙）等，是近十年來的研究熱詞。在這些關鍵節點中，mental-health
為主題搜索詞，故所搜集的文獻多涉及心理健康的概念或者研究邊界的界定，因
此這組關鍵字的頻次最高。美國因重症抑鬱導致的疾病負擔在全球 291 種病損中
排名第 5，高於其他任何一種精神疾病，足以解釋美國學界何以如此持久地高度
關注該病（US Burden of Disease Collaborators, 2013）。而美國的心理健康研究較
早且文獻高產，以美國為背景進行研究既有實際意義，也有借鑒意義，從而成為
了高頻關鍵字。Prevalence 也稱「流行程度」
，通過研究疾病的流行規律去探索疾
病病因，也是許多心理健康領域的研究者們共同關注的熱點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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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高頻關鍵字分佈圖，注：以節點（Node）的大小表示關鍵字出現頻次的高
低；以年輪的形式表示關鍵字在不同時間段內的出現頻次，由內向外依次為 2006
至 2016 年；結點間的連線表明關鍵字具有共現關係。
由圖 2 中圓圈的大小可以判斷，Mental-Health（心理健康）、Depression（抑
鬱）、United-States（美國）、Prevalence（患病率）、Post-traumatic-stress-disorder
（創傷後應激障礙）等，是近十年來的研究熱詞。在這些關鍵節點中，mental-health
為主題搜索詞，故所搜集的文獻多涉及心理健康的概念或者研究邊界的界定，因
此這組關鍵字的頻次最高。美國因重症抑鬱導致的疾病負擔在全球 291 種病損中
排名第 5，高於其他任何一種精神疾病，足以解釋美國學界何以如此持久地高度
關注該病（US Burden of Disease Collaborators, 2013）。而美國的心理健康研究較
早且文獻高產，以美國為背景進行研究既有實際意義，也有借鑒意義，從而成為
了高頻關鍵字。Prevalence 也稱「流行程度」
，通過研究疾病的流行規律去探索疾
病病因，也是許多心理健康領域的研究者們共同關注的熱點話題。
Post-traumatic-stress-disorder 主要與社會背景相關聯，美軍曾在阿富汗和伊拉
克戰場投入了大量兵力，長時間在跨文化環境下執行任務使許多士兵承受巨大壓
力，出現應激障礙。
(二)高被引文獻分析
文獻的被引頻次反映了該文獻被其他研究者關注的程度，以及對於其他研究
者相關研究的影響程度。通常被引頻次越高的文獻領域內影響力越大，可以被確
定為核心文獻（張思琦、張文蘭、李寶，2012）
。在進行高被引文獻的聚類分析前，
先借助 HistCite 軟體中被引頻次降冪排列，選取了前五篇核心文獻進行分析，大
致瞭解心理健康研究領域的熱點話題。
如表 4 所示， Hoge CW 主筆撰寫的駐伊拉克或阿富汗士兵的心理健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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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文獻，被引頻次最高。這三位研究者對參戰士兵心理健康問題的縱向評估研
究，是被引頻次排列第二位的文獻。該結果與上述著者分析結果吻合。以 Smith TC
為首的學者群，關於美國軍事人員創傷後應激障礙和精神障礙的佇列研究分列在
第三和第五位。排列在第四位的文獻是由 Seal KH 主筆、關於退役軍人精神疾病
的研究。
表4
核心文獻排序表
排名
1

著者/年份/篇名
Hoge CW, Auchterlonie JL, Milliken CS（2006）

被引頻次
24

Mental health problems, use of mental health services,and attr
ition from military service after returning from deployment to
Iraq or Afghanistan
2

Milliken CS, Auchterlonie JL, Hoge CW（2007）

15

Longitudinal assessment of mental health problems among ac
tive and reserve component soldiers returning from
the Iraq war
3

Smith TC, Ryan MAK, Wingard DL, Slymen DJ, Sallis JF, et
al.（2008）

12

New onset and persistent symptoms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
isorder self reported after deployment and combat exposures:
prospective population based US military cohort study
4

Seal KH, Bertenthal D, Miner CR, Sen S, Marmar C（2007）

11

Bringing the war back home - Mental health disorders among
103 788
US veterans returning from Iraq and Afghanistan seen at
Department of Veterans Affairs facilities
5

Riddle JR, Smith TC, Smith B, Corbeil TE, Engel CC, et al.
（2007）
Millennium Cohort: The
2001-2003 baseline prevalence of mental disorders in the
US military

（三）高被引文獻的聚類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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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高被引文獻的圖譜分析不僅可以清晰地展示領域研究中的經典成果，還可以
進一步透過其聚類分析來探尋研究熱點的聚合情況。圖 3 通過提取高被引文獻中
摘要的相似詞，進行 TF*IDF 演算法後的聚類分析圖。聚類圖譜有兩種呈現方式：
模組式和時間式，本研究選取 Timeline（時間式）。模組性（Modularity）及剪影
度（Silhouette）是衡量共被引網路和聚類品質的結構性指標，兩者取值均於 0～1
之間（劉健，2013）
。圖 3 的模組性指標值為 0.80，剪影指數值為 0.65，信度較好。
圖 3 中幾何體面積的大小和聚類規模成正比，數值 0-10 是按照聚類規模排序的數
值，每一個聚類都有一個核心詞彙，即聚類標籤。圖中共有 19 個聚類，位於前
10 的聚類分別是：randomized efficacy trial（隨機效用實驗）
、statistics and numerical
data（數理統計）、early intervention（早期干預）、alcohol-use-disorder（酒精濫用
障礙）
、incarceration（監禁）
、telemental health（遠端心理健康）
、burnout（倦怠）、
environment（環境）
、assessment device（功能評估）
、complex diseases（複雜性疾
病）、racial/ethnic discrimination（種族／民族歧視）。

圖 3 高被引文獻聚類圖譜，圖中顯示將高被引文加以聚類後的分佈狀態。
綜合這些聚類標籤，細讀聚類後的英文文獻，大致可以看出近 10 年心理健康
研究領域的研究方向：
（1）研究範式多元，如對研究物件疾病康復效用的實證研
究、對流行病學調查結果的數理統計、家庭功能評估量表的運用和干預研究等，
豐富了研究手段；
（2）研究角度新穎，如心理矯正對非監禁服刑人員的心理健康
影響研究、遠端心理諮詢服務在解決軍隊士兵心理健康問題時的作用、職業倦怠
的影響因素分析、種族或民族等社會環境因素對心理障礙治療的顯著作用研究
等，為後續的研究提供了多樣的視角；（3）複雜性疾病的相互作用機制研究依然
是心理健康領域研究的重點。人類複雜性疾病主要以慢性非傳染性疾病和心理、
精神類疾病為主，心理疾病與行為疾病以及其他心理障礙併發時的相互作用研究
一直是研究者們關注的熱點話題，也是聯繫生物、醫學等學科研究的紐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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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
本文通過引文分析法與視覺化圖譜清晰直觀地梳理了心理健康英文文獻的研
究現狀與研究熱點。近十年間心理健康研究數量整體呈上升趨勢。從研究國別分
佈中可以看出，美國、英國、加拿大為心理健康研究的重鎮，中國和德國是後起
之秀。心理健康領域核心期刊的分佈也以歐美為主，涵蓋了精神病學、醫學和心
理學等領域。核心作者主要包含三組，Hoge CW 牽頭的軍人心理健康和創傷後應
激障礙的研究，Kessler RC 牽頭的流行病學調查結果分析，Smith TC 牽頭的軍事
人員的前瞻性流行病學佇列研究。
根據高頻關鍵字的分佈圖譜，心理健康研究的熱點詞包括心理健康、抑鬱、
美國、患病率、創傷後應激障礙。高被引文獻分析的核心詞可以概括為心理健康、
軍事人員、創傷後應激障礙，與核心作者的分析與文獻高頻次的分析大致相似。
高被引文獻的聚類分析表明，研究範式更加多元；研究角度更加新穎；複雜性疾
病的相互作用機制研究依然是心理健康領域研究的重點。
心理健康問題的普遍性存在，成為制約個人身心發展和社會整體發展的重要
因素，其研究性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視覺化分析工具可以形象地展示心理健
康領域研究文獻的整體概況。但工具也有不完善的地方，如引文偏見的存在，各
種原因和目的的偽引、漏引，尤其是為拔高著者身份的自引、互引和為掩遮某種
聯繫的漏引，都會給引文分析帶來誤差（楊思洛，2011）
。以後的研究為了規避工
具的不足，可以利用多種視覺化分析軟體，注重資料來源的規範性，再綜合對比
不同軟體在同類維度的分析結果，這樣得出的研究結論會更加全面、更具有說服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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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ual analytics of English publications in mental health
research over the last dec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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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HistCite and CiteSpace, this paper conducted a visual analytics of 629
journal articles published in science websites between 2006 and 2016 to determine
current status and trend in mental health studie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1) The
number of English publications in mental health is increasing, especially in developed
countrie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and Britain; (2) High-quality papers are mostly
found in medical, psychiatric and psychological journals and three core academic
groups headed by Hoge CW, Kessler RC and Smith TC respectively; (3) “Mental
health”, “depression”, “the United States”, “ prevalence” and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re high frequency keywords. Cluster analysis of highly cited articles showed
that these studies are characterized by more diversified research methods and more
innovative perspectives, and that studies of interactive mechanisms in complex
diseases remain a research focus in mental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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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心理諮商季刊」編輯委員會組織要點
一、「台灣心理諮商季刊」編輯委員會（以下稱本編委會）由「台灣心理諮商季
刊」主編邀請組成之，任期為四年。
二、本編委會置主編一人，編輯委員若干名，共同執行季刊之編輯與審查工作。
三、本編委會下置助理編輯與編輯助理各一至三人，擔任本季刊編輯之行政工作。
四、本要點經本編委會會議通過後施行，修訂時亦同。

「台灣心理諮商季刊」編輯委員會編審工作要點
一、「台灣心理諮商季刊」（以下稱本季刊） 為定期出版之學術性期刊。本季刊
之編輯委員會為處理文稿編審相關事宜，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季刊常年徵稿，每年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各出刊一期，每期刊出至
少二篇，以文稿審查通過先後為序。主編於接到稿件後兩個月內進行審查作
業。
三、本季刊審查作業採匿名制，季刊論文稿件經主編和助理編輯執行匿名作業後，
再送交編輯委員提出審查委員推薦名單。如投稿人為編輯委員，於推薦該稿
件之審查委員人選時，應迴避之。
四、依匿名審查者之審查意見決定稿件處理方式如下表所示：
「台灣心理諮商季刊」稿件審查處理方式一覽表
處理方式

第
二
位
審
查
委
員
結
果

同意刊登

同意刊登

同意刊登

修正後刊登

修正後刊登

修正後再審

修正後刊登
或再審*

不宜刊登

送第三位複審

第一位審查委員結果
修正後刊登
修正後再審
修正後刊登
修正後刊登
或再審*
修正後刊登
修正後刊登
或再審*
修正後刊登
不予刊登
或再審*
或再審*
不予刊登
送第三位複審
或再審*

不宜刊登
送第三位複審
送第三位複審
不予刊登
或再審*
不予刊登

*由主編依論文品質及審查意見裁量決定。
五、本季刊編輯委員另訂定文稿審查暨著作財產權處理要點，以俾利審查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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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心理諮商季刊」徵稿通告
一、主旨
「台灣心理諮商季刊」由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與台灣心理諮商
資訊網出版暨發行，採季刊與電子形式出刊。本季刊以發表心理衛生、輔導、諮
商心理、臨床心理、復健諮商、社會工作、精神醫學、精神護理、職能治療、語
言治療、特殊教育、員工協助方案等與助人專業相關學科之學術專論與實務專論
為主，包括：量化、質性或質量整合的實徵研究（empirical research）
、綜論性文
章（review essay）以及個案研究等（不同文章類型稿件適用不同之審查標準）。
本季刊採雙匿名審查制度，發行主要目的在於增進心理諮商與助人相關專業之學
術交流、提昇學術研究風氣，希望透過本季刊的平臺，能結合更多的華人與華文
使用者，善用華人語言與華人文化的特色，做出更多更好的學術探討與研究，為
增進國際的交流我們也提供英文的標題與摘要，同時也接受英文的稿件，我們期
待能跨越國際推動含攝華人文化（Chinese Culture Inclusive）的心理諮商研究風氣。
二、稿件格式（請參閱「台灣心理諮商季刊」投稿論文格式之說明）
本刊歡迎海內外中英文稿件，中文稿件以正體、簡體投稿皆可。來稿請參考
「 美 國 心 理 學 會 出 版 手 冊 」 第 六 版 （ 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6th ed.） 規定體例，每篇以三萬字以內為原則。請勿一
稿兩投。稿件內容依序包括下列各項：
（有關作者個人之相關資料，僅能於作者基
本資料表中呈現）
（一）作者基本資料表（表格請至 http://tcq.heart.net.tw/下載）
填寫作者基本資料表，載明論文題目、全體作者之中英文姓名、任職機構中
英文名稱、第一作者與通訊作者之位址、電話、傳真及 E-mail（通訊作者為本學
刊為提供學術交流而設置，請作者於投稿時提供相關資料以利進一步學術對話之
開展）。
（二）中文摘要頁
以 500 字為限，含論文題目、摘要及關鍵詞（以不超過五個為原則）
。
（三）正文
正文段落標題可有彈性，但宜有前言、本文、結論、以及參考文獻等之結構。
（四）英文摘要頁
含論文題目、摘要本文及關鍵詞（以不超過 5 個為原則）。為助於與國際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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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交流，摘要本文請不少於 250 字，並以 500 字以內為原則（自第九卷第一期適
用）。
（五）著作權授權同意書（表格請至 http://tcq.heart.net.tw/下載）
投稿文章之所有作者均需分別填寫一式兩份。
文稿格式、符號、標題、數字、圖表、引用書目及參考文獻等撰稿體例請參
閱本學刊投稿論文格式與本學刊之內容，或依照「美國心理學會出版手冊」第六
版 （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6th ed.） 規定
體例（文稿格式不符者，本季刊將退回給作者，修正後歡迎再投稿）
。
來稿請由左至右、直式橫寫電腦打字，註明頁碼（每頁印 38 行，每行 35 字，
12 級字，段落距離 0 列，單行行距）為原則。
三、著作權授權條款
投稿論文經本季刊接受刊登，作者同意非專屬授權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
諮商學系台灣心理諮商資訊網做下述利用：
（一）以紙本或是數位元方式出版。
（二）進行數位化典藏、重製、透過網路公開傳輸、授權用戶下載、列印、瀏覽
等資料庫銷售或提供服務之行為。
（三）以非專屬授權方式，授權給學術資料庫業者，將本論文納入資料庫中提供
服務。
（四）為符合各資料庫之系統需求，並得進行格式之變更。
四、審稿
本季刊收到稿件之後，由主編確認內容、格式是否符合本學刊之原則，交由
編輯委員推薦二位相關領域之專家進行匿名審查，審查意見與結果將主動回覆稿
件作者。凡經審查委員要求修改之文章，於作者修改後再行刊登。凡曾在相關研
討會上發表過之文章、改寫的學位論文或研究經費的來源等，請於作者基本資料
表之作者註一欄中加以說明。
本季刊採常年徵稿、先到先審制。請將稿件以電子郵件寄至 tcntcq@gmail.com，
註明「投稿台灣心理諮商季刊」
。著作權授權同意書，可擇一寄發，但以電子檔為
佳：(1)電子檔：列印紙本簽名後掃描成電子檔，或將個人簽名以圖檔插入著作權
同意書電子檔，再將成果直接寄至刊物信箱；或 (2)紙本：寄至 50007 彰化市進
德路 1 號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轉「台灣心理諮商季刊」編輯委員會
收，或傳真至 (04)-7276542；電話：(04) 723-2105 #2208；E-mail：tcntcq@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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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心理諮商季刊」投稿論文格式
本季刊以發表心理衛生、輔導、諮商心理、臨床心理、復健諮商、社會工作、
精神醫學、精神護理、職能治療、語言治療、特殊教育、員工協助方案等與助人
專業相關學科之專論為主。接受全球之正體中文、簡體中文與英文稿件之投稿。
稿長以三萬字以內為原則。行文請由左至右、直式橫寫電腦打字，並以 Word98
以上版本格式存檔，正文中請勿使用任何排版技術。正文請採 12 級字，段落距離
0 列，單行行距，中文部份（含標點符號）請以新細明體與全形輸入，英文（include
punctuation marks）請以 Times New Roman 與半型輸入為原則。左右邊界 3.17 公
分、上下邊界 2.54 公分。
稿件格式請依下列規定：
一、標題層次
（一）中文書寫者請依序使用
壹、（靠左，加粗，上下空一行）
一、（靠左，加粗，上下空一行）
（一）（靠左，加粗，上空一行）
1.（靠左，不加粗，不空行）
(1)（靠左，不加粗，不空行）
（二）英文書寫者請依序使用
Centered, Boldface, Uppercase and Lowercase Heading
（置中，加粗，每個單字字首大寫，上下空一行）
Flush Left, Boldface, Uppercase and Lowercase Heading
（置左，加粗，每個單字字首大寫，上下空一行）
Indented, boldface, lowercase paragraph heading ending with a period
（空四格，加粗，第一個字字首大寫，上下空一行）
Indented, boldface, italicized, lowercase paragraph heading ending with a period
（空四格，加粗，斜體，第一個字字首大寫，不空行）
Indented, italicized, lowercase paragraph heading ending with a period
（空四格，斜體，第一個字字首大寫，不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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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正文
（一）行文原則
1.一頁以 38 行、一行 35 字為原則，並註明頁碼。
（二）標題與註解
1.文內標題請依標題層次規定方式處理，體例如前述。
2.附表、附圖，標題加粗，標題不大於 12 級字，標號則用阿拉伯數字，例如：
表 1.、圖 1.、Table1.、Figure1 等，圖表中的文字不大於標題，以 word 格式
製作，美觀清晰為原則。
3.表的標題置於表上方，圖的標題置於圖下方，資料來源請於圖表下方列示。
以靠近正文引用處隨後出現為原則。
4.正文當中使用註解時，請以阿拉伯數字標於相關文字的右上方，註解內容則
列於頁尾之處，以註腳方式、新細明體 10 號字處理。
（三）參考文獻與其它體例
1.參考文獻依照中文、英文順序排列，前者依作者姓氏筆劃順序，後者依作者
姓式英文字母順序排列，同一筆資料自第二行起中文須內縮兩個字、英文
須內縮 5 個字元。
2.文稿格式、符號、標題、數字、圖表、文獻引用方式及參考文獻等撰稿體例
請參考「三、撰稿體例說明」，未在體例範圍內請依照「美國心理學會出版
手冊」第六版 （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6th ed.） 之規定體例或本季刊之內容。
三、撰稿體例說明
（一）文獻引用方式
正文中引用文獻，以標示作者名（中文作者姓名全列，英文作者只列出姓）、
出版時間（一律以西元年代表示），中文引用使用全型符號，英文引用使用半型
符號，範例如下：
1.單一作者
(1)中文，如：（林杏足，2002）
(2)英文，如：（Hsieh, 2003）
2.兩位作者
(1)中文，如：（謝麗紅、鄭麗芬，1999）
(2)英文，如：（Chang & Chu,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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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三位以上作者
(1) 中文，若在五位作者以內，第一次出現須全部列出，如：（賀孝銘、林清
文、李華璋、王文瑛、陳嘉雯，2007），第二次出現則需簡稱，即（賀孝
銘等，2007），若有六位以上作者，則第一次出現即需簡稱。
(2) 英文，引用規則如上述之中文文獻，如：（Wang, Ratnofsky, Troppe, &
Fletcher, 2002），之後則為（Wang et al., 2002）。
4.翻譯本引用：請註名原作者姓名，以及作品及譯本之年代，如：（Johnson &
Johnson, 2003/2005）、（Jacobs, Masson, & Harvil, 2006/2008）。
5.引用兩篇以上文獻以分號隔開（中文在前，英文在後，依姓氏或字母排序）
(1)中文，如：（張虹雯、陳金燕，2004；黃宗堅、葉光輝、謝雨生，2004；趙
淑珠、蔡素妙，2002）
(2)英文，如：（Huang & Huang, 2005; Kao & Landreth, 1997; Wu, 2003）
（二）參考文獻
中文文獻在前，英文文獻在後，需依中文筆劃與英文字母序依次列出。中文
篇名、期刊名與卷期以粗體字標示；西文篇名、期刊名與卷期以斜體字標示，範
例如下：
1.書籍
(1)中文
張景然（2004）。團體諮商的觀念與應用。臺北：弘智。
高淑貞（2006）。親子共讀、怎麼開始？載於何琦瑜（主編），家庭教育：
贏的起點（pp. 317-321）。臺北：天下雜誌。
(2)英文
Corey, G., Corey, M., & Collanan, P. (1993). Issues and ethics in the helping
professions. (4th ed.). Pacific grove, CA: Brooks/Cole.
Collie, R. K., Mitchell, D., & Murphy, L. (2000). Skills for on-line counseling:
Maximum impact at minimum bandwidth. In J. W. Bloom & G. R. Walz
(Eds.), Cybercounseling and cyberlearning: Strategies and resources for
the millennium (pp. 219-236). Alexandria, VA: American Counseling
Association.
(3)譯本
Jacobs, E. E., Masson, R. L., & Harvil, R. L. (2008). 團體諮商：策略與技巧（程
小蘋、黃慧涵、劉安真、梁淑娟譯）
。臺北：五南。
（原著出版於 2006）
2.期刊
(1)中文
王智弘、林清文、劉淑慧、楊淳斐、蕭宜綾（2008）。台灣地區網路諮商服
務發展之調查研究。教育心理學報，39（3），395-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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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淑慧、林怡青（2002）。國三學生選擇入學學校之抉擇歷程與其影響因素。
中華輔導學報，11，71-123。
(2)英文
Hsieh, Y. H. (2003).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action between
exogenous and endogenous orienting of visual attention. Chinese Journal
of Psychology, 45(3), 227-241.
Kao, S. C., Lin, C. E., & Chiu, N. Y. (2006). A proposed e-care center for mental
health interventions. Journal of Psychiatric Practice, 12(3), 180-186.
3.會議、研討會
(1)中文
陳均姝、王郁琮、王麗斐（2007 年 9 月）。大學生成長團體與教育心理團體
之治療性因素及其影響因素研究。台灣統計方法學學會 2007 年會暨第
四屆統計方法學學術研討會，臺北。
郭麗安（2004 年 9 月）
。同志與異性戀婚姻關係中的性別角色：諮商實務上
的反思與實踐。台灣心理學會第四十三屆年會，臺北。
(2)英文
Wu, T. (2004, July). A comprehensive ethnic identity model for Chinese American
women. Roundtable session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Asian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Honolulu, HI.
Price, S. M., Potter, L., & Wang, Y. L. (2006, November). Evaluating the role of
VERB brand in influencing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Annual Conference of
American Evaluation Association, Atlanta, GA .
4.學位論文
(1)中文
施映竹（2011）。兒童網路成癮評估模組之建構及其實徵研究（未出版碩士
論文）。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彰化。
(2)英文
Deng, C. P. (2006). Development of an Occupational Classification and Basic
Interest Scale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 Champaign, IL.
5.專門研究報告
(1)中文
趙淑珠、程小蘋（2001）。中學行政主管人員性別意識之評估研究。行政院
國科會研究計畫（NSC89-2413-H-018-031）。
(2)英文
Mazzeo, J., Druesne, B., Raffeld, P. C., Checketts, K. T., & Muhlstein, A. (1991).
Comparability of computer and paper-and-pencil scores for two CL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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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 examinations (College Board Rep. No. 91-5). Princeton, NJ:
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
6.電子媒體
(1)中文
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2001）。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諮商專業倫理守則。取
自 http://www.guidance.org.tw/ethic.shtm
(2)英文
American Counseling Association. (2005). ACA Code of Ethics. May 25, 2013,
Retrieved from http://www.counseling.org/Resources/
odeOfEthics/TP/Home/CT2.aspx
（文稿格式不符者，將退回給作者，修正後歡迎再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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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心理諮商季刊」作者基本資料表
中文：
篇名

英文：
中文：

關鍵詞
(不超過 5 個)

英文：

文章資訊

字數：

字

圖片：

幅

表格：

個

中文：
姓名（註一）

英文：
中文：

任職單位與
職稱（註一）

英文：

聯絡電話

第一作者(O)：
手機：
通訊作者(O)：
手機：

聯絡地址

第一作者：
通訊作者：

電子郵件

第一作者：
通訊作者：
(此 E-mail 將列於稿件首頁註腳處，作為學術交流之用)

(H)：
(H)：

作者註（註二）
註一：超過兩位以上者請依序編號排列填寫於本欄。通訊作者請於姓名右上角打星

號（＊）以為標示。ex: (1)王智弘 (2)張景然＊ (3)謝毅興
註二：有關本篇文章相關的訊息說明，例如：研究的經費來源（如：本論文獲國科
會補助，計畫編號：○○○○）
、改寫自哪篇學位論文（如：本論文係○○大學○○研
究所之碩（博）士論文的部分內容，在○○○教授指導下完成）
、於研討會發表（如：
本論文曾發表於○○○研討會）等訊息，將以括弧列於本文之後、參考文獻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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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授權同意書
論文名稱：

（以下稱「本論文」）

一、若本論文經台灣心理諮商季刊（Taiwan Counseling Quarterly）接受刊登，作
者同意非專屬授權予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台灣心理諮商資訊
網 做下述利用：
1. 以紙本或是數位元方式出版
2. 進行數位化典藏、重製、透過網路公開傳輸、授權用戶下載、列印、瀏覽
等資料庫銷售或提供服務之行為
3. 再以非專屬授權方式授權給學術資料庫業者將本論文納入資料庫中提供服
務
4. 為符合各資料庫之系統需求，並得進行格式之變更。
二、作者同意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台灣心理諮商資訊網得依其決
定，以有償或無償之方式再授權予其他資料庫業者，有償資料庫之權利金收
入則歸【彰化師範大學】所有。
三、作者保證本論文之研究與撰寫過程中合乎相關專業倫理之要求，並為其所自
行創作，有權為本同意書之各項授權。且授權著作未侵害任何第三人之智慧
財產權。本同意書為非專屬授權，作者仍對授權著作擁有著作權。
此致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台灣心理諮商資訊網

立同意書人（作者）簽名：
（共同著作之作品，須每位元作者各簽署同意書一式兩份，授權才可生效。）
身份證字號（ID card number）：
電話號碼（Telephone）：
電子信箱（E-mail）：
通訊地址（Address）：
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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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日

Editorial Board Organization - Terms and Conditions


The Board consists of one Chief Editor.
 The Editorial Board recruit ten to thirty reviewers with a four-year term to
participate in the editing and review process
 The Editorial Board consists of one to two Assistant Editors for the administrative
work involved in the editing of Taiwan Counseling Quarterly.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take effect as the date of the approval or amendment of the
Editorial Board meeting.

Operational Guidelines for the Editorial Board
The Operational Guidelines are developed by the board members to facilitate the
editing and review process of Taiwan Counseling Quarterly.
 Taiwan Counseling Quarterly is an academic journal published quarterly with at least
three papers per issue. Papers are published in chronological order of acceptance.
Submissions will be reviewed within 2 months of receipt.
 All submissions are reviewed under a process where both the authors and the referees
are kept anonymous. Editorial board members shall refrain from making a
recommendation of the referees for manuscripts authored by themselves.
 Based on the referees’ comments, the acceptance of the final the submission is
outlined as follows:
Final Decision

Accept as is

Referee B

Accept as is

Accept as is

Accept after
revision

Accept after
revision

Re-review
Reject

Accept or
re-review after
revision*
Include a third
referee

Referee A
Accept after
Re-review after
Reject
revision
revision
Accept after
Accept or
Include a third
revision
re-review *
referee
Accept or
Accept after
Include a third
re-review after
revision
referee
revision*
Accept or
Reject or re-review Reject or re-review
re-review after
*
*
revision*
Include a third
Reject or re-review
Reject
referee
*

* Decision rests with the Chief Editor based on the quality of the submissions and the referees’
comments.

Guidelines in regard to review and copyright issues shall be developed by the
Editorial Board to facilitate the paper review process.
二、 Contributions of each issue shall be restricted to one paper per individual as the
first author. Each volume of the journal shall include at least two research papers
external to the staff papers.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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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 for Paper
Taiwan Counseling Quarterly is a scholarly, electronic journal published quarterly
by Department of Guidance & Counseling at the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and Taiwan Counseling Net in Taiwan. The journal publishes contributions on
many topics, such as mental health, guidance, counseling psychology, clinical psychology,
rehabilitation, counseling, social work, psychiatry, Psychiatric nursing, occupational
therapy, speech-language therapy, special education, 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s, etc..
Our purpose is to represent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academic research, encourage novice
scholar and graduate student to submit, enhance the culture-inclusive research of
counseling, and advance the transnation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academic development and
communication. We welcome previously unpublished empirical and review papers.
Taiwan Counseling Quarterly publishes papers in the areas of

1. Academic monograph, including empirical research, review essay, theory or skill
about mental health, guidance, counseling psychology, clinical psychology,
rehabilitation counseling, social work, psychiatry, psychiatric nursing, occupational
therapy, speech-language therapy, special education.
2. Practical monograph, including method or strategy in practical experiences,
program design and practice.
Manuscript Preparation
Submission must include a title page, the submitted manuscript, two copies of
Publication Form. Submitted manuscripts must be written in the style outlined in the
Publication Format of Global Mental Health E-Journal and the 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6th edition). Any inconsistence with the format
requirements will result in return of manuscripts. The authors are encouraged to correct the
format and resubmit. All manuscripts must have Chinese and English abstracts both
containing a maximum of 300 words (1,500 to 2,000 characters) typed in a separate page.
Up to five keywords or brief expressions can be supplied with the abstract. A manuscript
(including tables, figures, and both abstracts) should be limited to 12,000 Chinese words or
6,000 English words. If manuscripts have been presented in conferences, have sponsors, or
are adaptations of academic degree theses, it should be addressed in cover letters.
The template of title page and Copyright Authorization Form can be found at
http://tcq.heart.net.tw/ . All the identifying information of the authors should only appear
on cover letters not on the title page. All authors must submit two copies of completed
Copyright Authorization Form.
Manuscripts must be single-spaced and typeset in 12-point word size and printed on
one side only of A4 paper with page numbers. Each page has 38 lines and each line with 35
Chinese words (not applicable if written in English.) There should be no line spa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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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 paragraphs. The author must supply all submitted materials on a CD in Word files
(Word 98 or above).

Publication Policies
Upon acceptance for publication, the Department of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at the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has the right to:
 Publish the accepted manuscript in printed or electronic version
 Provide the accepted manuscript to commercial online databases for electronically
storage, reproduction, offering access to read, download, or print.
 Allow the National Library or other database services to provide accepted manuscripts to
their users
 Make editorial change in accepted manuscripts tailored to different format requirements

of various database services

Review Process
Upon receipt of the manuscripts, the manuscript will be evaluated by the Chief Editor
to ensure the manuscript content fit for the purpose of the journal. Then, the Editorial
Board recommends two experts as reviewers to undergo a masked review process.
Reviewer comments will be forwarded to the authors.
Submission
Submissions are accepted at all times. A review process starts shortly after receipt.
Submission materials must include a title page, three copies of the manuscript, copies of
completed Copyright Authorization Form (each author with two copies completed) and a
CD with all the submitted materials. Please send all materials to:
Department of Guidance & Counseling
Attn. Editorial Board of Taiwan Counseling Quarterly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No. 1, Ji-De Road, Changhua City, Taiwan 500 R.O.C.
Tel:886-4-723-2105 Ext.2211
Email: tcntcq@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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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Page
Manuscript Title:
Chinese:
English:
Key Words (maximum of five words):
Chinese:
English:
Author(s) and Affiliation(s):
(If more than one authors, please write in the order of authorship):
Chinese:
English:
Contact Information of the First Author and the Corresponding Author:
(Please include telephone and fax numbers, postal address, and email):
Author’s Note:
(If applicable, need to mention sources of research funds, academic theses the manuscript adapted from,
and/or conferences the manuscript has been pres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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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Authorization Form
Manuscript Tit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Will be addressed as this Manuscript throughout this form)
1. Upon acceptance of the Manuscript, the author, I, hereby transfer and assign to
Taiwan Counseling Quarterly the copyright to:
A. Publish the accepted manuscript in print or electronic forms.
B. Provide the accepted manuscript to commercial online databases for electronic
storage, reproduction, offering their users to read, download, and print.
C. Permit the National Library or other database services to provide accepted
manuscripts to their users.
D. Adjust accepted manuscripts in order to fit different format requirements of
various database services.
2. The author permits the Department of Guidance & Counseling at the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can grant the use of this Manuscript to other
database services for free or for a cost. If it is for a cost, the money belongs to the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3. The author adheres to all related ethical guidelines throughout the process of
completing this Manuscript. This Manuscript is an original piece of work by the
author. The author has the right to transfer its publishing and proprietary rights.
There is no plagiarism or violation of copyright. This form is the permission to
publish this Manuscript. The author still holds the copyright of this Manuscript. If
the Manuscript is prepared jointly with other authors, the completion of the
authorization form for publication requires each author to complete this form
separately and makes two copies of each. By signing this agreement, the author
acknowledges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listed above.

Author’s signature:
ID Number (or SSN):
Telephone Number:
Email:
Add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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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智弘
Chih-Hung Wang

曲麗芳
Li-Fang Qu

閆少校
Shao-Xiao Yan

Yan Kon*

本土諮商心理學的目標（主編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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