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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投入含攝文化理論建構：以助人專業倫理雙元模型為例
Active Involving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e-inclusive Theory：The
Duality Model of Helping Professional Ethics as an Example
王智弘
Chih-Hung Wang
(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教授，ethicgm@gmail.com）
由於過去學界對專業倫理以至於助人專業倫理意涵的探討，確實較為偏重西方
哲學的觀點，而從含攝文化的心理學（culture-inclusive psychology）之研究理路（黃
光國，2011；Shweder, et al., 1998），有關倫理、專業倫理以至助人專業倫理的探討，
亦可從含攝華人文化的理路來加以投入，以開展含攝華人文化的助人專業倫理觀（王
智弘，2013）。台灣心理諮商季刊鼓勵學界積極投入含攝文化理論建構的研究，主
編不揣簡陋、野人獻曝，謹以個人投入助人專業倫理雙元模型的建構為例，以說明
如何從華人文化的儒家觀點出發，探討含攝華人文化的專業倫理觀，並試圖整合西
方文化倫理觀點與華人文化倫理觀點，以提出建構助人專業倫理雙元模型的論述過
程，以鼓勵同好投入此等建構含攝文化與本土心理學理論的研究工作。
為什麼要研究含攝文化的倫理觀?
過去研究 (Arnett, 2008)指出，在2003-2007年間，心理學六大領域的主要期刊發
表的文章，有68%的研究受試者是來自美國，並且96%來自於人口比例佔12%世界人
口的西方工業化國家(歐洲、北美、澳洲或以色列)。也就是，過去西方心理學理論的
發展可能是建立在一個怪異的樣本（WEIRD sample：西方的-Western，受過教育的
-Educated，工業化的-Industrialized，有錢的-Rich，民主國家的-Democratic）之上，
這是需要加以反省與檢討的(Henrich, Heine & Norenzayan, 2010a, 2010b; Hwang,
2012）。
「心理學必須面對一個新的現實，那就是非西方心理學的覺醒，這是基於每一
個文化，無論是東方或西方，都有其獨特的心理學適切性，並與其歷史與文化的根
源 具 有 一 致 性 」 (Marsella & Pickren, 2012, p. x) 。 因 此 ， 含 攝 文 化 的 心 理 學
（culture-inclusive psychology）或是本土心理學（indigenous psychology）提供了心
理學與諮商研究的一個新理路，本土心理學的知識論目標是依循文化心理學的原
則：「一種心智，多種心態」，亦即，含攝文化的心理學希望能夠建構既能代表普
世的人類心智，又能表現特定文化人群的特殊心態之心理學理論（黃光國，2011；
Shweder, et al., 1998）。依上述原則，本文希望從含攝華人文化的角度出發，探討含
攝西方文化與含攝華人文化的專業倫理觀，並加以整合以提出普世的助人專業倫理
雙元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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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化的倫理觀
從西方文化的倫理觀來看，什麼是「倫理」？「倫理」可說是人際角色關係中
互動行為的規範；什麼是「專業倫理」呢？「專業倫理」則是專業人員的專業人際
角色與他人互動行為的規範，「專業倫理」規範了專業人員與其他專業人員、與其
所服務的當事人以及與其他社會大眾之間的互動行為與關係（牛格正、王智弘，
2008）
。
「專業倫理」是助人專業用以建立社會大眾公共信任之基礎（Blocher, 1987），
是助人專業的核心價值（美國諮商學會，American Counseling Association﹝ACA﹞,
2005）。
從西方的觀點來看專業倫理的核心概念，助人專業倫理的核心概念就是當事人
的權益與助人者責任，西方專業倫理的出發點就在維護倫理的基本原則或當事人的
權益（牛格正，1991；牛格正、王智弘，2008；ACA, 2005;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APA﹞, 2010; Corey, Corey, & Callanan, 2011），當事人有五大權益（牛
格正，1991；牛格正、王智弘，2008；Herlihy & Corey, 1996; Kitchener, 1984）：自
主權（autonomy）、受益權（beneficence）、免受傷害權（nonmaleficence）、公平
待遇權（justice）、要求忠誠權（fidelity）。自主權指的是當事人自由決定的權利、
完全的自我決定、以選擇進入或退出諮商、保留或揭露諮商資料；受益權指的是當
事人應從諮商受益的權利、其福祉被列為最優先考量；免受傷害權指的是當事人應
受保護的權利、免於遭受來自諮商過程或助人者的任何傷害；公平待遇權指的是當
事人被公平對待的權利、有權接受諮商、有權參與基於個人需要而設計之諮商計畫、
有權尋求適合自己之其他輔助資源；要求忠誠權指的是當事人被忠實且真誠對待的
權利、有權被尊重、被保密、被真誠的對待、諮商過程被正確的記錄。這當事人五
大權益的維護是西方考量助人專業倫理的主要思考架構。
而相對於這當事人的五大權益，助人專業人員則有專業責任（professional
duty）、倫理責任（ethical duty）與法律責任等三大責任（legal duty）
（牛格正，1991；
牛格正、王智弘，2008；Corey et al., 2011; Herlihy & Corey, 1996）。專業責任包括
要求助人者要有：1.專業人格修養與身心健康；2.專業知能訓練；3.專業個人經驗：
包括：(1)接受諮商；(2)實習經驗；(3)接受督導；4.專業倫理信念；倫理責任則要求
助人者要 1.提供合格專業服務；2.維護當事人基本權益；3.增進專業之公共信任；法
律責任則要求助人者要 1.保護當事人的隱私權；2.維護當事人的溝通特權；3.預警與
舉發的責任；4.避免處理不當或瀆職。這是過去學界偏重西方哲學觀點以對助人專
業倫理意涵的探討重點。
亦即，西方文化的倫理觀（western culture-inclusive view）是從保障當事人的權
益出發，強調外在客觀的理性規範。這是我們過去所習以為常地引用的西方文化的
倫理觀，但是就含攝文化的理路，由華人文化的觀點加以探討，可有助於我們以更
多元包容的角度與格局來審視深具文化敏感度的倫理主題。
華人文化的倫理觀
當我們開始以含攝文化的觀點思索含攝華人文化（Chinese culture-inclusive）的
倫理觀點，我們重新再問什麼是「倫理」？儒家文化的觀點則指向所謂庶人之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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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一般人的自我修為，也就是五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
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而什麼是「專業倫理」？儒家文化的觀點則
指向所謂士之倫理，也就是專業人士的自我修為，《論語．學而篇》強調「弟子，
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文指的是
詩、書、易、禮、春秋，也就是儒家的專業學科知識，也就是說儒家在進行專業學
習之前要先完成「親仁」之前的倫理學習，儒家所強調的「仁」，正是倫理的要求，
在儒家文化的眼中倫理是先於專業。《論語．述而篇》所說的「志於道，據於德，
依於仁，游於藝。」藝指的是詩、書、易、禮、樂、春秋等儒家的專業學科知識。
其中明白指出先強調「志於道，據於德」的修身工作，然後是「依於仁」的落實於
待人處事的生活實踐，然後才是「游於藝」的致力於專業學術的學習，從《論語》
的篇章裡所彰顯的儒家倫理觀，特別強調「仁」是從修身到落實生活中與他人相處
的實踐關鍵，「仁」是人際互動的法則，也就是從主觀「道德」落實到客觀「倫理」
的關鍵，掌握了這個人際互動的關鍵，專業知識的學習才能彰顯其價值，也就是說
在華人的文化裏，專業倫理是放在專業知能之前考慮的，有了專業倫理的人際互動
法則與行為實踐關鍵，專業知能才能發揮落實道德的實踐功能，而表現出德行，這
是華人文化的專業倫理觀（王智弘，2013），也就是道德（志於道，據於德）先於
倫理（依於仁） ；而倫理（依於仁）先於專業（游於藝）。也就是先有仁心、後有
仁術。
但是，儒家如何去修持道德與倫理呢？《論語．里仁》有一段孔子與曾子的精
采對話：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
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宋朝大儒朱熹加以註解說「盡己之
為忠，推己之為恕」《論語集注．里仁第四》原來儒家所強調的忠，也就是道德，
其核心的修為工作在「盡己」，也就是自我要求；儒家所強調的恕也就是倫理，其
核心的修為工作在「推己」，也就是善待他人。就助人專業工作而言，從助人者德
行的自我修為的「盡己」工夫開始，進一步要能做到善待當事人以保護其權益的「推
己」功夫的目標。這是華人儒家文化對專業倫理意涵的探討重點。
西方文化倫理觀與華人文化倫理觀的整合
西方文化的倫理觀強調外在客觀的理性規範，以當事人（五大）權益的保護為
起點，而進一步要求助人者要善盡其（三大）責任；而華人文化的倫理觀強調內在
主觀的自我成長，以助人者德行的自我修為（盡己）為起點，而進一步要求助人者
要善待當事人（推己） ，我們將兩者加以整合，可得助人專業倫理的雙元模型（the
duality model of helping professional ethics）如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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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化對專業倫理的觀點建立在個人主義之上，以萊布尼茲(Leibniz)所稱之
的基礎律（principle of ground），亦即海德格（Heidegger）所指之「形上學思考」
（metaphysical thinking）或「技術性思考」（technical thinking）之思考方式，以理
性為依歸，以正義（Justice）為核心（黃光國，2003，2009），而強調當事人權益
的保護，此確實是具體客觀的助人專業倫理目標，而由此而加諸於助人者的責任亦
能要求助人者表現良好的倫理行為，但是，其限制在於助人者之倫理行為的表現乃
起於外在的理性要求，而較未著眼於助人者發乎本心的自我主動積極作為，雖可規
範助人專業人員的外在倫理行為表現，但較忽略個人的內在道德修為，而無法完全
契合專業倫理所最為期待的自律精神，如《論語》〈為政篇〉所言：「道之以政，
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的情況，使專業倫理
的規範，比如倫理守則與相關法規的制訂與執行，就有可能使專業人員只求免責而
無成長之弊，亦不免可能會有法國哲學家傅柯（Foucault）名著「規訓與懲罰」
（Discipline and Punish）所指稱之權力控制手段的危險（黃光國，2003；Foucault,
1977/1992），而少了人性的啟發與尊重。
華人文化對專業倫理的觀點建立在關係主義之上，以「仁道」通契「天道」，
亦即海德格（Heidegger）所指之「原初性思考」（originative thinking）或「本質性
思考」（essential thinking）之思考方式（黃光國，2003，2009），以體悟與實踐「自
然之道」、「自明之德」的覺性為依歸（王鎮華，2006），以仁為核心，透過「士
之倫理」、「濟世以道」（黃光國，2013），亦即《論語》〈泰伯篇〉所宣示的專
業人員的自我期許：「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
後已，不亦遠乎？」，也就儒家文化中對專業人士的要求是要以倫理(仁)為自我的
責任(以為己任)，而且是一輩子的責任(死而後已)，這要求確實是蠻重的。而其自我
修為的過程則如《大學》所述之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
天下之次序，「修身」之前是道德的學習，修身之後則是倫理的實踐，其學習進程
則由自我成長進而對他人與社會做出貢獻，此等強調盡己的助人者自我修為確實有
助於助人者發展其內在道德修為與自我積極主動作為，由此而推己及人的倫理行為
表現亦能於契合專業倫理的自律精神與朝向保護當事人權益之目標，但是，其限制
在於助人者之倫理行為的表現乃起於自我的規範與要求，並由之推己及人以表現外
在的倫理行為，較忽略對當事人權益保護的具體目標與客觀的外在行為規範，在落
實專業倫理的實務實踐上就相對較為困難。
職是之故，助人專業倫理雙元模型之提出，當可就東西方文化專業倫理觀之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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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加以兼容並包，而收截長補短之效。就如圖一中所示，當事人權益保護與助人者
自我修為，雖出發點不同，但應是缺一而不可、殊途而同歸。而由此一雙元模型則
可進一步加以確認，在助人專業倫理中，倫理規範(由當事人權益保護為核心以規範
助人者的責任)與倫理教育(由助人者自我修為為核心以培育保護當事人權益的行為)
並行的重要性，亦即，透過規範以達成當事人權益保護，透過教育以培育助人者自
我修為，亦即，此一助人專業倫理雙元模型當可作為助人專業學界推動倫理守則修
訂與倫理教育實施之參考。
本期刊物以榮格研究為專題，特邀從事榮格心理學研究與教學多年的黃宗堅教
授為專題主編，榮格雖為精神分析學派出身，但其對文化與靈性層面的研究則遠遠
超出精神分析的領域，而留給後代學者更深更廣的探討空間，榮格對華人文化的研
究頗深，這對我們也是一種有意義的刺激與啟發，博大精深的華人文化，其主題與
內涵為世人所共享，非華人學者之專利，惟華人學者有天時、地利與人和之便，若
能因勢利導、隨順因緣的投入含攝華人文化的研究工作，對華人以至於世人的心理
學或心理諮商專業可望能做出突破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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