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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轉化：結合《易經》人生哲學於動機式晤談法的矛盾轉化歷程
陳偉任* 夏允中 陳冠旭
摘要
動機式晤談法是針對如何讓個案準備好作行為改變的心理介入模式，當中的核心
議題就是瞭解並處理「矛盾」
。治療主要基本原則是「表達同理心」
、
「創造不一致」
、
「與
抗拒纏鬥」以及「支持自我有能感」
，可以看出富含許多西方強調的「個人主義」特質。
然而，在台灣的諮商輔導體系中，因為華人文化有一部份的核心價值強調的是「和諧」
，
和西方將矛盾視為相對立的兩端這樣的概念有著顯著的不同。如果只是一昧而不加調
整將西方文化的理論與方法強行運用於習慣華人生活方式的當事人上，可能會出現不
合宜的情形。華人重視「和諧」
，而「和諧」的概念在《易經》佔有重要地位。所以作
者把華人最早觸及到人生意義及生活智慧的《易經》
，將其當中提到「反求諸己」
、
「陰
陽兩極的對立與和諧」、「命運觀」以及「執簡馭繁」這樣的華人獨特人生哲學，運用
於動機式晤談法處理矛盾困境的心理轉化歷程中，提出一個能夠協助個案在面對「矛
盾」時，促發其在和諧中蛻變的本土化諮商模式，以期使「動機式晤談法」能更適合
生活在華人文化下的我們所使用。希望這樣的嘗試，有助於心理諮商本土化的發展，
並引發更多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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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近幾十年來的心理治療潮流，朝向技術與治療關係整合、理論整合、研究與實務
整合、多元文化整合、有經濟效益以及運用於健康照護提升生活品質的趨勢（Gelso,
2011; Silverman, 2013）
。研究者除了身為一位身心科醫師外，也從事臨床諮商服務十多
年，一直在思考有沒有比較合宜且有效的諮商理論及技巧可以運用於臨床醫療實務上。
因為動機式晤談法是一種短期（Lundahl & Burke, 2009）、同時是結合研究與實務
的治療法（Britt, Blampied, & Hudson, 2003; Burke, Arkowitz, & Menchola, 2003; Dunn,
Deroo, & Rivara, 2001; Rubak, Sandbæ k, Lauritzen, & Christensen, 2005），且在醫療領域
的臨床實務工作者也強調上述研究與實務整合、多元文化整合、有經濟效益等種種的
概念下，研究者近年來開始對於動機式晤談法有了深厚的興趣。
貳、動機式晤談法
動機式晤談法（Motivational Interviewing〔MI〕）首先在 1983 年時被提出來（Miller,
1983）
，是針對如何讓個案準備好改變物質濫用行為所提出的行為改變取向的心理介入
模式。動機式晤談法是一種以案主為中心又兼具指導性，藉由探索及解決矛盾來強化
內 在 的 改 變 動 機 （ Rollnick & Miller, 1995 ）， 臨 床 實 務 工 作 者 藉 由 表 達 接 納
（acceptance）
、慈悲（compassion）及引發（evocation）的精神，讓個案感覺到臨床實
務工作者可以同理個案的感受及想法，和個案站在同一陣線來解決問題。其治療的主
要基本原則包括有：
一、 表達同理心（expressing empathy）
具有同理心是動機式晤談法中一個很重要的元素，其背後的基本態度即為「接
納」
，藉由回映式傾聽，臨床實務工作者不帶任何判斷、批評或責怪來傾聽個案的看法，
給予個案充分的自由去做改變，並建立同盟關係，提升個案的自尊。
二、 創造不一致（developing discrepancy）
指的是協助個案看到其目前所處的情境和其所想要的情境之間有所差異，讓個案
感受到目前行為與個人生活目標之間的落差，自然的就會形成改變的動機。
三、 與抗拒纏鬥（rolling with resistance）
指的是臨床實務工作者認為個案是有能力解決自己本身問題的人，持續協助個案
以新的觀點視之，並邀請個案參與問題的解決而不放棄的態度與行為。
四、 支持自我有能感（supporting self-effic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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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的是一個人相信自己的能力，認為自己可以成功地執行某項工作或任務。基於
上述四種基本原則下，運用動機式晤談法的臨床實務工作者常用的四種技術包括有：
問「開放式」的問句（open-ended questions）、給予肯定（affirmation）、回映式傾聽
（reflective listening）以及作摘要（summary）
。當中，動機式晤談法的核心議題就是瞭
解並處理「矛盾」
。當事人在沈思階段時，內心衡量的是改變的付出以及維持不變有哪
些好壞處，這種充滿矛盾的衝突可以用天平或蹺蹺板的兩端，來比喻當事人體驗到兩
種相抗衡的力量，各自擁有的優點和缺點，一種是當事人「認為」某項行動所具有的
好處，而另一種則是當事人「認為」若選擇其他行為所需付出的代價和壞處。
動機式晤談法在 30 年前就提出來，有很多學者也作了許多的闡述與相關研究，動
機式晤談法不單單只是一種心理治療技術、也不是只以個案為中心的心理治療、也不
是一種決策平衡分析的方法、更不是你已經正在做的一般臨床的作為而已（Miller &
Rollnick, 2009）
。典型的動機式晤談法是短期的治療，通常在 2-4 次的治療，每次大約
20-30 分鐘即可達到治療效果，而且這樣的效果可以在治療後持續達一年之久（Lundahl
& Burke, 2009）
。訓練一般而言，只需要 2 個工作天的工作坊訓練就可以了，之後需要
持續性的督導（Miller, Yahne, Moyers, Martinez, & Pirritano, 2004）。
研究顯示不管是個案的問題是多嚴重、是男性是女性、是年輕是年老，動機式晤
談法都有其效用，並且它可以用於其他治療開始之前，也可以單獨使用於個案上
（Lundahl, Kunz, Brownell, Tollefson, & Burke, 2010）
。再者，動機式晤談法除了運用於
酒癮及物質濫用疾患的治療外，還被廣泛的運用於治療更多的臨床問題，比如焦慮症、
憂鬱症、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自殺行為、強迫症、飲食疾患、精神分裂症等。近幾年
來，有許多學者更將其推廣到應用於改變其他需要動機以支持改變的慢行健康問題行
為，包括需要持續服藥控制的慢性生理疾病如高血壓和糖尿病、減重、運動等（Britt et
al., 2003; Burke et al., 2003; Dunn et al., 2001; Rubak et al., 2005）。
因為動機式晤談法的建構過程是基於由下往上的方法學（Bottom-up approach），
也就是說治療模式的創建者一開始心中是沒有保持任何無理論模式作基礎，只關心介
入的技術是否有效，之後將這些有效的技術統整，慢慢的累積經驗整合成一個模式。
所以儘管很容易就能將動機式晤談的主要原則、核心精神及相關技術作操作型定義，
諸多的實證研究也都能證明動機式晤談在許多地方有其相關的療效，但卻很難說明這
樣的晤談法為什麼會發生效用？因此隨著越來越的的人開始關注將動機式晤談並將其
運用於不同的領域，Miler 及 Rose 提出是該開始思考動機式晤談相關理論的時候了
（Miller & Rose, 2009），事實上也有一些學者提出相關的理論假設來解釋動機式晤談
法為何會有其效用（Markland, Ryan, Tobin, & Rollnick, 2005; Vansteenkiste & Sheldon,
2006; Williams et al., 2006）
，當中以心理學家 Prochasaka 與 DiClement 所發展出來的跨
理論模式（Transtheoretical Model〔TTM〕）
（Prochaska & DiClemente, 1982） 以及 Deci
和 Ryan 所提出的自我決定理論（Self-Determination Theory〔SDT〕）
（Ryan, 1995; Ryan
& Deci, 2000）與動機式晤談做結合，可以更清楚地說明改變是如何發生、提供臨床實
務工作者一個參考架構來看待個案改變的歷程，同時，也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觀點來瞭
解動機式晤談的介入，為何可以讓個案產生改變的效果。
跨理論模式可劃分成五個階段，分別是懵懂期（pre-contemplation stage）、沉思期
（contemplation stage）、準備期（preparation stage）、行動期（action stage）、以及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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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maintenance stage）。個案所處的階段不同，臨床實務工作者需要介入的任務策略
也有所不同。例如懵懂期是改變的第一階段，處在此階段的個案尚未覺察到自己的問
題所在，臨床工作者的任務是促使個案產生疑問，增加個案對自己目前的問題所在的
認知；沈思期是改變的第二階段，處在此階段的個案已經能覺察到自己的問題所在，
臨床工作者的任務是促使個案思考結果有利於改變，分別評估需要改變的理由，以及
不改變要冒哪些風險；決定期是改變的第三階段，處在此階段的個案已開始做出一些
立即性或較小的改變，臨床工作者的任務是幫助個案決定最合適的行動策略；行動期
是改變的第四階段，處在此階段的個案在行為上已經開始做出實際的改變行動，臨床
工作者的任務是幫助個案採取步驟，邁向改變；維持期是改變的第五階段，處在此階
段的個案持續維持改變後的行為，臨床工作者的任務是幫助個案辨識復發的跡象，並
採取防範措施。最後，在早期的行動期及維持期的期間可能會發生再次復發時，個體
會返回至懵懂期、沈思期或準備期（Prochaska, DiClemente, & Norcross, 1992）
。整個改
變歷程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動機」的高低，在改變的歷程中也被視為「改變準備
程度（readiness to change）」，改變準備程度包含個案對問題的覺察，以及認為自己有
能力改變的信心程度（DiClemente, Schlundt, & Gemmell, 2004）。也就是說，動機式晤
談的焦點，在於引發個案去看到自己的不一致，並誘發個案承諾嘗試去解決矛盾。在
所有的改變階段中都可以採用動機式晤談的相關策略及技巧，但這些技巧特別適用於
懵懂期與沉思期階段。
自我決定理論是一種有關於人類自我決定行爲的動機過程理論，認為人是積極的
有機體，具備有先天的心理成長和發展的潛能（Ryan, 1995; Ryan & Deci, 2000）
。自我
決定理論認為人類這種與生俱來追求心理成長和發展的傾向，是因為個體受到三種基
本心理需求所影響，包括勝任感需求（need for competence)、自主感需求（need for
autonomy）及關係感需求（need for relatedness）
。所謂勝任感需求是指個體覺得自己能
有效地與外在環境互動的需求；自主感需求是指個體認為參與活動是出於自己的選擇
和意願的需求；關係感需求是指個體和他人保持聯繫與互動，且期待自己成為團體中
一份子的需求。當臨床實務工作者在臨床實務上面對個案時，運用「動機式晤談法」
的相關技術，可以滿足個案內心的基本心理需求（勝任感需求、自主感需求、以及關
係感需求），因而可以進一步觸發個體心理成長與發展的機會（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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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自我決定理論與動機式晤談（Markland, et al., 2005, p. 821）
參、當東方社會遇上西方文化
有學者提醒我們注意，華人數千年來有著自己一套的處事方式，台灣的諮商輔導
體系幾乎承襲自美國文化而來，如果不加調整而只是一昧而將西方文化的理論與方法
強行運用於長久習慣華人生活方式的當事人上，很有可能會出現不合宜的情形，因為
是源自西方的許多理論觀點與做法，是植基於「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式的特質
論而來，如在重視「關係主義」（relationalism）的華人社會文化環境中運用，可能會
產生部分的阻礙（Leung & Chen, 2009)。另外，華人文化的核心價值強調的是「和諧」，
無論是人與自然的和諧，或人際間（家庭內）的和諧，此項價值具相當的強韌性，且
具相當的共識性，這也是與西方文化有著顯著不同的地方（黃囇莉，1999）。
不管是「動機式晤談法」本身，還是與其相結合用來解釋其改變機制的「自我決
定理論」
，這兩者都是深受自西方文化「個人主義」影響下的產物。比方說，動機式晤
談法治療主要基本原則是「表達同理心」、「創造不一致」、「與抗拒纏鬥」以及「支持
自我有能感」
，基於上述四種基本原則下，運用動機式晤談法的臨床實務工作者常用的
四種技術包括有：問「開放式」的問句、給予肯定、回映式傾聽以及作摘要，可以看
出許多「個人主義」的特質；而「自我決定理論」認為個體受到三種基本心理需求所
影響，包括勝任感需求、自主感需求及關係感需求，即便這個理論有提到「關係感需
求」
，本質上也是從「個人主義」為出發點來論述；另外，當中動機式晤談法的核心議
題就是需要瞭解並處理「矛盾」
，然而在此治療法的概念下，將矛盾的兩端比喻作為兩
個力量。也就是說，深受西方文化「個人主義」影響下而發展出來的「動機式晤談法」，
其核心議題是強調處理相對立兩個極端力量的矛盾，這樣相關的精神與概念，如不稍
加修改而在重視「關係主義」及強調「和諧」概念的華人社會文化環境中使用，有可
能會出現部分不合宜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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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隨著全球化的浪潮影響，當今的華人社會不可避免的受到西化文化思想當
代的衝擊，使得傳統的文化已經產生了很大的變革，這樣對於個人與社會的變遷所造
成的影響，理當是
當代華人心理學界所應該關心的一個很重要的議題。那麼，當代華人處於社會與
文化變遷中，對於自我發展產生的影響又是什麼？有學者提出「折衷自我」的概念，
認為當前華人的自我，同時存在一套兼容並蓄中國傳統「相互包容自我」以及西方文
化「獨立自足自我」的自我（陸洛，2003）
。另外，有學者認為經過西方文化的衝擊，
華人知識份子對其文化傳統的態度也有了巨大的轉變，已經不再是把「傳統」和「現
代」看成是互不相容的兩個極端，而是轉而肯定傳統中也有值得保存並且有利於現代
化的東西，同時也開始思索如何賦予「創造性的轉化」（黃光國，1995）。本土化心理
學的生成，不是必然對位於「西方的本土心理學」
，而是一種也能保留存有本體論，而
且也能超越本體論的本土化心理學（林耀盛，2011）。
上述這些學者們的觀念及論述，啟發了研究者體驗到發展在地諮商理論與技術的
必要性，因此，研究者嘗試地在精神醫療的臨床實務工作上，以「中學為體，西學為
用」這樣的構念，試著將東方文化元素融入西方動機式晤談法的架構，提出一個協助
個案在面對動機式晤談法的核心議題「矛盾」時，能夠促發個案在和諧中蛻變的本土
化諮商模式。過程中，期待能從華人文化傳統中捕捉「理論」
，又能務實地應用實踐於
「日常」生活中，以期使「動機式晤談法」能更適合生活在華人文化下的我們所使用。
希望這樣的嘗試，有助於心理諮商本土化的發展，並引發更多的討論。
在研究者找尋東方有關於諮商理論模式的過程中，雖然可以很清楚的感受到華人
特有的思維模式，但發現比起西方眾多的諮商理論來說，東方的諮商理論卻是那樣的
缺乏，僅有部分的華人學者能提出獨特於華人的諮商理論，例如易經諮商（楊淑蘭，
1995）
、正念禪原理（陳玉璽，2013）
、以及內觀療法和森田療法（劉焜輝，2011）
。造
成東方的諮商理論缺乏的原因之一，是東西方在追求知識的方法上有根本上的不同，
華人文化在社會科學的發展過程，比起西方文化普遍缺乏哲學的反思、理論的建構以
及實徵研究（黃光國，2009）
，因而導致於華人世界裡鮮少發展出自己的諮商理論模式。
「思維」乃是一切人類活動的關鍵所在，思維的方式是人類觀察世界、認識世界，
從而指導自己的思想方法，也是人們在接收、反映、加工外界信息過程中所形成的思
維模式，是一種民族文化行為中特定的思想方法和習慣。每一個民族都有自己整體的
思維傾向，進一步形成該民族特有的思維方式，這樣的思維方式決定一個民族文化傳
統特質的走向。在傳統華人文化體系中，追求實用生活智慧，經常遠比追求客觀知識
更重要，這些生活智慧透過日常溝通用語呈現而出，進而塑造出特有的思維信念與心
理調適習慣。
「經驗」則是人們在日常生活實踐的過程中尚未昇華成理論較為初級的認
識，包括從我們自己或者別人做過、經歷過的事情中去學習相關的知識與技能。經驗
思維是一種生活智慧，指的是從實際經驗出發思考和解決問題，是人們體驗自身與世
界關係最普通、最基本的方式。所以，研究者如果想將東方文化元素融入西方動機式
晤談法的架構中，提出一個協助個案在面對「矛盾」時，能夠促發其在和諧中蛻變的
本土化諮商模式，就得從老祖宗的生活智慧中去找尋相關的本土諮商元素。談到老祖
宗的生活智慧，就不得不談到被稱為「群經之首、大道之源」的《易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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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易經
中國人最早觸及到人生意義及生活智慧的書，應該算是《易經》了，它為中國最
古老的文獻之一，是中華民族在早期悠遠的文化發展中，探索「宇宙自然」與「人類
生存」律則的經驗成果，它給予了中國人一種認識世界的方法，它提供的思維方式，
從根本上奠定了中華文化的基本格局。
《易經》由「經」與「傳」兩部分組合而成，
「經」先於「傳」因而稱為原經。原
經包含六十四卦卦畫、卦辭以及三百八十爻之爻辭，原本為卜卦用書。
「傳」後於「經」
，
「傳」係詮釋輔翼「經」文昌明而作，由〈繫辭傳〉上下、〈象傳〉上下、〈彖傳〉上
下、〈文言傳〉、〈序卦傳〉、〈說卦傳〉及〈雜卦傳〉十個部分所組成，又稱「十翼」，
相傳為孔子所著作，但也有學者認為是集體創作。
《易傳》重於經文，也就是說「傳重
於經」，在哲理上的重要性，勝於「經」。
《繫辭傳》裡說：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關象於天，府則關法於地。觀鳥
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
之情。」就是說，遠古聖王伏羲藉由觀察大自然的種種景象，進一步以一陰一陽兩個
符號來描述大自然狀態（吴怡，2011）
。這樣說明了《易經》一書是古人對人與萬物在
天地中定位的一種反思及經驗的整理，其中的中心思想是以陰陽的交替變化描述世間
萬物，透過「象」、「數」、「理」一連串的連鎖作用，來掌握未來的種種變化，這樣充
分表現了中國文化的哲學觀、生命觀和宇宙觀。
總的來說，
《易經》可以說是中國人的人生指南，是讓人們知道如何趨吉避凶，如
何加強道德修養的。這樣的思想觀念，千百年來也潛移默化的影響了整個華人文化的
哲學觀及人生觀。
一、反求諸己
《易經》原被視為占卜之書。占卜原本是人對未來某事有所懷疑而為無法決定，
想像有一不受時空限制的存在能「神以知來」
，這「神」的觀念原本含有宗教意味，亦
即卜卦中把鬼神當作超越的存有，而將之視為宗教的對象。但是，在「易傳」中，已
將這種宗教性質轉化為反求諸己，變成自己的力量，也就是說，從「神（God）」中心
的思考轉化為「人」對主體之本性的自覺。這樣的轉變，影響了華人對人的「主體自
覺」和「自己認識」的特性，這樣的特性，不像西方哲學那樣的由宗教方式來說明人
的本質。
易經中濃厚的人文倫理味是在文王、周公、孔子之後才逐漸形成的。人對於自己
的認識必然經過某種憂患的體驗之後，才有可能達到深化與成熟。簡言之，這種憂患
意識是使我們得以獲得對自己主體性的認識。然而，《周易》說：「作易者，其有憂患
乎？」在這裡所說的「憂患意識」就是一種「危機意識」
，這樣的憂患意識與西方宗教
所提的根源罪惡、恐怖意識是不同的，因為西方的宗教情操並非是源自於憂患意識，
而是源自於恐怖意識。哲學家 Kierkegaard 曾指出恐怖之不同懼怕，因為懼怕是有所懼
的對象，而恐怖則不必有一定的對象，它可以以整個宇宙為對象，也就是說，一個人
面對蒼茫的宇宙時，恐怖之心油然而生。西方的宗教認為每一個人皆有罪，在上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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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卑不足道，更把視天災視為是上帝對人間罪惡的懲罰，帶著原罪的人們在這天災之
裡，只有恐怖地祈求上帝的寬恕，也就說西方宗教是源自於典型的恐怖意識（Adell,
1991）
。
《易經》講的是人謀，不是神謀、鬼謀。整部著作始終貫穿的是認為人的因素決
定了思想觀念，人的主觀努力可以逢凶化吉，促使事物發生變化，相信人謀可以改造
環境，促使事物達到轉化的作用。所以《易經》在六十四掛中的第一卦《乾》卦的九
三爻辭就談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
，這個意思就是說要我們終日勤奮努
力，夜晚也要時時警惕著，縱然雖然危險，也不會發生災難。《易經》「復」卦中提到
「不遠復，無祇悔，元吉」
，這就是說為恢復自己內在的善性，不用假諸外求。同一道
理，在《易經》
「困」卦中，可看出人如果能反求諸己，雖窮，但不困。這個含意就是
當出現困卦時，代表當前環境之艱難，此時務必將苦難看成天意，切忌步入邪道，付
出比平時更多的努力，不久便可以脫離苦難，也就是山不轉路轉，路不轉人轉，這樣
的反求諸己是脫離困境的方法。
另外，《繫辭上傳》提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這意涵著懂得變
化規律的人，就代表著知道神明的所作所為，我們就把它叫作「神」
（Sato, 2009）
；有
學者提到「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
，這意思是傳遞了古代的先賢早已知道事
情的變化、萬物的運轉，無不從微小隱微的狀態開始的訊息（小易，2010）。《繫辭下
傳》說「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告訴我們的是，在千變萬化的背後，會有一個不變
的真理（孫郁興，2006）。
孔子在繫辭傳裡從六十四卦中選出九卦，教人自修以防憂患於未然。這九卦就是：
天澤履、地山謙、地雷復、雷風恆、山澤損、風雷益、澤水困、水風井以及巽為風，
更是人生處事最好的指南。修此九卦必須對於起心動念之處，有一個細密的觀察，並
且務使念念分明，當中的「履謙復」
，所闡揚的重點就是說當我們遭遇到生活的困境時，
正確的因應之道，是應該回歸自然的本體，來體會到迷悟是由自己所生的，進一步回
過頭來「反求諸己」
，認清自己的缺點，來修正自己的觀念與行為，覺察人是自然的一
分子，並且與世界共為一體（王立文、簡婉，2010）
。這樣「反求諸己」的哲學思想，
對於我們現今華人文化中強調的「反躬自省」、「捫心自問」、「自知之明」等等自我覺
察心性修養概念的影響甚大，凡此種種，可以瞭解到華人文化在在都在彰顯個人對自
己的認識、瞭解、反省的重要性，由此可知，在華人世界中，自我覺察是個人心性修
養的首要工作。華人這樣擅長「自我覺察」的概念，在心理諮商本土化的發展過程中，
提供了一個值得參考的方向。
動機式晤談法的主要精神之一是「創造不一致」
，臨床實務工作者需要做的是協助
個案看到自己所處情境和其想要情境間有所差異，讓個案感受到目前行為與個人生活
目標間的落差，自然地就會形成改變的動機。這樣源自於西方文化動機式晤談法的「看
見」與華人文化強調自我覺察的精神是相當一致的，因此臨床實務工作者在運用動機
式晤談時，可以運用「反求諸己」這樣的哲學思想，更貼切地協助華人個案「看見」
自己的不一致，同時，也可以更有效率地協助個案從「懵懂期」進入「沈思期」
、或是
從「沈思期」進入「準備期」，進而引發改變的發生。
二、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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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指的是「你不能同時聲稱某個事物在同一方面既是如此又不是如此」
，這
個想法源自於亞里士多德的「無矛盾律」（The Law of Non-Contradiction）（Cohen,
1986）。邏輯學上的不一致，矛盾必然不一致，然而不一致不必然矛盾。「矛盾」這樣
的心理歷程是許多心理問題中共有且很正常的心理現象，在心理學上指的就是說，一
個人在兩個或更多的想法或行動之間的不一致，而又必須徹底的拒絕至少其中一個想
法。某個人有兩種以上截然不同的感覺，這是相當常見的，人的一生沒有過這樣經驗
反而是讓人難以想像的。亞里斯多德認為，
「無矛盾律」是一個真的、有關實在界的普
遍法則，他並且提出了許多的論證去辯護這樣的定律。在亞里斯多德之後的西方文化
脈絡中，
「無矛盾律」無疑已成為西方形上學思想中一個核心概念，並且成為當代邏輯
的一個很重要並且很基本主張。
然而，
「矛盾」這個概念並非是舶來品，這樣的概念早在《易經》等古代著作中都
有對矛盾概念的各種不同理解，是華人生活智慧的一個部分。
《易經》以「陰陽」為核
心思想，認為萬物是由天地的變化而產生的，此陰陽是處於不斷的變化之中。當中《易
經》所提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反應的就是由太極到
八卦的衍生過程中，描述的是矛盾/統一的概念，是「對立統一或矛盾關係」的一種劃
分。
《繫辭上》說：「一陰一陽謂之道」，即是對此最好之解釋與闡釋，這是指宇宙間
一切事物的運動變化規律，無不由於相互對立的陰與陽兩者的作用而成，陰屬於靜，
陽屬於動，只有在動靜結合，陰陽相交之時，才能產生出變化，生成天地間萬有與萬
物。例如日與月、天與地、男與女，有陰必有陽，兩者既是相互對立，又是相互關聯
有相互依存，缺一是不可的，這樣的概念含有著相互對立、依存互根、相互消長、相
互轉化的內涵（楊維傑，2013）。
「陰陽相互對立」指的是任何事物本身不管是屬於陰或屬於陽，都有其相對應屬
陽屬陰的另外一個面向。陰陽既是對立的，又是統一的，在每一個事物中，都存在著
兩方面的對應；
「依存互根」指的是，陰陽普遍存在於天地萬物之中，只有陰陽處同時
在一個統一個體中，陰陽協調，相互為用，相互依存，萬物才能得以生生不息；
「相互
消長」在《系辭》有提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
，指的是陰消且陽長，也
就是說世界上的事物，時時刻刻都在持續發生變化，沒有停息的時候，陰陽兩種勢力
的消與長，也就是代表著事物發展變化的表現；
「相互轉化」指的是，陰陽兩種勢力的
變化消長達到一定限度時，陰即可變為陽，陽也可以變為陰；而「中和觀」在《周易》
論述陰陽時，指的是對立性，但《周易》中，更重要的傾向則是強調陰陽的統一性，
主要的內容主張對立面的和諧與協調。
另外，
《繫辭傳》說：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
，說的就是
華人的陰陽之道強調的是陰陽兩者都需具備，剛柔要彼此相推互動，並不是只由剛強
的一方採取主動，變化就在其中。《說卦》也說：「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
曰柔與剛；立人之道，約仁與義。」
「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
既成萬物也。」《繫辭下》也曾說：「陰陽和德，而剛柔有體。」「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剝與復、損與益、鼎與革、坎與離、乾與坤、否與泰、既濟與未濟等等，都說明了陰
陽對稱、相反同時也相成、互根且轉化、這種矛盾的對立且統一。綜合上述所言，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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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思維蘊含了深刻的辯證思維。陰與陽兩者具有相互對立的屬性，但又居於同一個
體中，即是所謂的對立統一。
動機式晤談法的核心議題就是瞭解並處理個案內心的「矛盾」
。當我們運用動機式
晤談法與個案的「矛盾」一起工作時，不是光指出個案缺乏動機，因為這樣根本對事
情沒有幫忙，重點是在於協助個案找出他可以增強動機的方法。然而，在此治療法的
概念下，臨床實務工作者在實務上是將「矛盾」的兩端比喻作相抗衡的兩個力量，進
而加以處理之。這樣的理論基礎論述，不難發現這和東方文化強調陰陽兩極是對立且
和諧的概念有著顯著的不同。
三、華人的命運觀
《易經》認為「易一名而含三義：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這句話總
括了易的三種意思：
「簡易」
、
「變易」和「不易」
。
「簡易」的基本意義是指這些生成萬
物、萬事及萬象的原理，這些被理解的法則是非常簡單扼要的、同時也單純且平易近
人的；
「變易」是指宇宙間萬物、萬事及萬象在時空中不斷的變化，沒有休止；這些我
們能夠覺察且理解的變化，不論多麼的錯綜複雜，但是都離不開不變的原則，這就是
所謂的「不易」
（李震，2005）
。
《易經》透過卦象和卦辭提示我們趨吉避凶的基本道理，
在「變易」的現象中，找出一些共同的「不易」法則，如此就能對輕重緩急、孰先孰
後產生合理的辨識，進一步做出正確的選擇。在日常生活中，常會有人說「早知道我
就會…」、「千金難買找知道」等等的感嘆，殊不知這就是不明事理、難以趨吉避凶的
後果，這樣的「趨吉避凶」，就是《易經》精神想要傳達的的重要目的之一。《易經》
說到「自天佑之，吉無不利」（劉昌佳，2013），這句話可以看出包含了華人「自信」
的概念，我們將可以控制的部分歸之為「操之在我」
，不可控制的部分歸之為「操之在
天」
，所以華人的信心是對「天」有相當的信心，相信「天」會保佑有自省、自覺、自
律的我們。
《易經》原本是一本占筮的書，占筮的神靈除了祖先靈、山川神等自然神之外，
最重要的則是作為主宰宇宙萬物的「天」
，是一神性義的「天」
。對於「天」
，中西哲學
界大概有四種類型的解釋：（1）人格神的天，稱作神性義的天（2）自然界的天（3）
道德義的天（4）形學的天，稱作形而上的天。神性義的天，這樣的「天」是一個無上
的神，具有主宰宇宙及人類一切的權力；自然界的天，這樣的天指的是宇宙的自然現
象，其中完全沒有意志的成分；道德義的天，則是屬於神性義的天的再附加屬性，會
賞善罰惡的天；
「形而上的天」指的是萬物所以形成的依據，也就是所謂的本體，是指
事物產生的根本源頭，形上之『天』只表一實體，就是天道運行的規律，而當中的規
律，則具有一定的次序，如陰陽運行的規律等（劉昌佳，2013）。
《易經》作為中國哲學的源頭，然而從西周以來至今，在整個發展過程之中，隨
著時代思潮的不同，引起後續的讀者對它進行不同的詮釋與解釋，這樣的詮釋其意義
則是由讀者所處的時代環境來決定。
《易經》原是占筮之書，占筮的神靈除了山川神、
祖先靈等自然神之外，最重要的則是作為主宰宇宙的「天」，是一神性義的「天」。然
而，隨著時代的變遷，後代的人們對於「天」的詮釋也有很大的轉化，王弼對《易經》
的詮釋，將其神性義的「天」全面轉化為「形上義」或是「道德義」的解釋，
「形上天」
- 10 -

是先秦道家的一個思想核心，又稱之為「道」
；而「道德義」是先秦儒家的一個很重要
的思想核心，先秦儒、道二家思想將《易經》所說神性義的「天」轉化，藉由儒、道
二家思想再作進一步詮釋，以建立自己的玄學思想體系。在王弼對《周易》作全面性
的詮釋之後，神性義的「天」之後就轉化為「形上義」或「道德義」的解釋。而「形
上天」與「道德義」就成為華人文化的一個核心思想概念了（劉昌佳，2013）。
華人的「命運觀」常常被誤以為是消極的宿命論，然而，實際上積極的面向是被
低估的。華人文化中所講的「天命」
，承認「命運」並且更重視個人內心與社會理想所
賦予的「任務」
，強調知識分子社會責任感的實現，依據此「天命」來達到社會期許的
目標（黃光國，1995）
。上述的天命觀是華人傳統哲學的一種特殊的理論，也是整個華
人文化世界中，對宗教感缺失的一個替代品。雖然這樣的天命觀塑造了華人性格中逆
來順受被認為是消極的人格特質，但也同時提供華人一條蛻變的路徑，也就是說在某
些程度上，也適時的緩解了華人對無常道恐懼的心理。如能正確合理的理解「天」與
「命」
，並且保持積極的態度來從事內心修為，並建構自己的人格，所謂天命將可與人
和諧的一起共處（姜永志、张海钟，2011）
。也就是說，華人世界中強調天命是整個社
會生活的基礎，天命決定我們人世間的一切，也是人世間一切存在的合法性基礎以及
價值評判的最後裁決者，當中具有賞善罰惡的功能，這樣的意涵是最為簡單的對於天
命觀的描述。另外，華人世界也把它當成一種理性化的解決途徑，也就是在天命的不
可抗拒性之外，更加強調了對個體命運的體認和積極的把握，因此給了命運的超越性
與個體的現實努力兩者有了聯繫在一起的機會。
《易經》主張「陰中有陽，陽中有陰」以及「陰極成陽，陽極成陰」
（Li & Louie,
2012）
，說明了陰陽是不可分割的，有正就有反、有上就有下，宇宙萬物看起來複雜，
其實亂中有序，當中維繫的關鍵在於「中道」的概念。這樣的辯證思維也影響了老子，
老子提出了「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的人生哲學觀點（程南洲，2007）
。這樣
物極必反的概念，相信這個世界中可以存在著矛盾，也進一步啟發了華人特有的人生
智慧，例如「否極泰來」、「泰中有否」、「凶未必是凶，吉也未必是吉」、「謙受益、滿
招損」...。另外，根據《易經》提到「調和為吉，不調和為凶」
、
「天地以和順而為命，
萬物以和順而為性」的概念，可見《易經》也強調「和諧」這個的觀念，無怪乎華人
文化那麼重視「和諧」。
豐卦彖傳說：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這意涵著盛極必衰
的概念。
《繫辭傳》也說：
「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所謂「窮」
，可以解釋成
是陰陽轉化的條件，只要當陰陽的變化消長達到一定的極限時，兩者才能實現轉化的
歷程。例如乾卦上九爻辭說：「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坤卦上六爻辭說：「龍戰於
野，其道窮也。」都意涵著陰陽轉化，物極必反的人生哲學。這樣的陰陽轉化後，事
物的發展也會進入一個新的歷程，即達到所謂的「通」（王瑞瑾、王仁堂，2002）。
如果單從卦象來看（圖 2）
，將泰卦反過來就變成否卦，將否卦反果來就變成泰卦。
泰否兩掛的爻辭，都是從兩卦的六爻之變化而得知。然而，泰卦未必都吉，否卦未必
都兇。根據《序掛》所說：
「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這是根據陰陽相互反覆、
物極必反的原則而說「泰極否來」以及「否極泰來」的觀念，也就說明了天地事物相
反形成以及盈虛消長的必然定律。這樣來自大自然觀察「泰極否來」以及「否極泰來」
的觀念，深深烙印在我們華人哲學思維脈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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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卦

泰卦

圖 2 否卦與泰卦
「泰極變否」或「否極泰來」情況的發生，基本上包含有兩種的因素：一種是人
力不能掌控的因素；另一種是自由意志能掌控的因素。人力不能掌控的因素我們將之
歸因於天命的運作，也就是所謂的「生死有命，富貴在添」之類的說法，在華人文化
中這是極為普遍的信仰，我們稱之為「命」
；自由意志能掌控的因素，我們將它稱之為
「運」
。另外，
《繫辭傳》提到：
「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這裡所說的「通」，
是需要經由人為的努力，使其朝向有利於的人要求的方向來發展。也因為如此，「通」
才能持「久」。
在華人的文化脈絡裡，強調的是人應該法天、順天、敬天，透過占卜的符號並藉
由效法天地變化來啟發我們生活的智慧。然而過程中，我們並沒有特別將「神」搬出
來說「神」是一切的主宰，而對於「神」的認識相對來說是單純，把「天」當成是人
間的最高主宰，相當於西方基督教中的「上帝」
，使我們得以能進入以「人」為本位的
大門，沒有以「神」為本位的想法，這和西方的觀點有顯著的不同。這樣的觀念一直
到現在，仍然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另外，華人的文化中，也深深的相信人生而有命，
命不一定是按照直線前進的，而是有多重選擇的。宇宙的秩序是有機的，並不是機械
式的。相信人生的命運決定於自己的選擇，自己才是自己生命的主宰，從「天定勝人」
和「人定勝天」的合一中，找出「人之所以為人」的合理定位，並且也不違反順天的
大原則下，進一步發揮人的潛力，從中尋求人生的解答扭轉命運的好方法。也就是說
「一切有定數」的真正意涵，是在於「大自然的運作依循一定的定數進行，如果人們
真的想改變的話，也相信原有的定數是可以與機會改變的」
。如此，可以看出華人的世
界中，
「天」和「上帝」一樣具有極大的影響力，但是華人只把人力所不能決定的部分
歸於天意，人力所能及的部分，我們就必須自己負責，人只管盡自己最大的心力，成
被與否，交由「天」來作最後的決定，這也就是孔子所說的「盡人事以聽天命」
。晚近
的學者也嘗試的將「命」與「運」這樣的概念，運用在人際情感議題的調適心理歷程
中，認為人遭受特定的生命事件時，只要曾努力的「運」大過於「命」
，就能感覺對得
起自己、問心無愧，進一步達到心理調適的目的；相對的，倘若沒有經過竭盡心力的
歷程，那麼遭逢重大的人際挫折或壓力時，便容易「埋怨」，嚴重時甚至出現「後悔」
（徐欣萍，2012）
。倘若我們能以「反求諸己」作為「修養」的基礎，要求自己盡到自
己的角色義務，那麼就能完成「修養」
，進而能坦然而無悔的接受自己已經「努力」後
的「正命」（黃光國，2010）。
動機式晤談法強調個案需要被接納，在華人的世界裡，臨床實務工作者更可藉由
華人獨特的命運觀，來協助個案可以被深層地接納。另外，運用動機式晤談的臨床工
作者在「準備期」時，需要幫助個案決定最合適的行動策略，在「行動期」時，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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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個案採取步驟邁向改變。在促發改變的歷程中，臨床實務工作者可以運用華人文
化下特有的「命運觀」
，更可以提供個案改變參考的藍圖，協助個案自己在「矛盾」的
組成中分析、歸納、綜合及區分哪些是屬於不可抗拒冥冥中為「大自然老天」所安排
屬「命」部分，哪些是屬於自己可以努力改變屬「運」的部分。
四、執簡馭繁
執簡馭繁是認識事物的最好的方法之一，
《周易》中很早就提出這樣的說法。雖然
世界上萬事萬物變化無窮，但在《周易》看來，其基本規律應該是簡單的。
《系辭上傳》
說：「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以乾坤，說明易簡之義。可以說
是簡單明白，易從易知。《系辭上傳》又說：「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
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有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則
天下之理得矣。」怎樣才能做到「易簡」這樣的體悟呢？這就必須將事物進行歸納、
分析、綜合，進一步找出其內在的相關連性，並加以高度抽象和概括，也就是說任何
事物只要將其複雜性轉化並且歸納成為簡單的代表，這時候，事物就會相對的變得簡
單明白了，即使是再複雜的事物，用這樣的方法處理起來也都能得心應手，這樣就能
夠執簡馭繁。
臨床實務工作者在運用動機式晤談法協助個案面對及處理「矛盾」心理時，將這
樣「執簡馭繁」的概念以及華人深信不移的「天命觀」相互結合，協助個案自己「矛
盾」的組成中，分析、歸納、綜合及區分哪些是屬於不可抗拒冥冥中為「大自然老天」
所安排屬「命」部分，哪些是屬於自己可以努力改變屬「運」的部分，臨床實務上，
這樣很簡易的道理就變得很重要。
伍、結合「易經」人生哲學於動機式晤談法的矛盾轉化歷程
研究者身為一位身心科醫師，在現今強調經濟效益的精神醫療臨床實務上，為將
諮商服務的相關理念與技術運用於身心健康照護上，嘗試地在臨床精神醫療實務上，
運用以案主為中心又兼具指導性的短期動機式晤談法來處理個案內在的矛盾。為了在
臨床實務上更有效及更貼切地將這樣源自西方社會的諮商技術，運用於長久習慣華人
文化下的個案上，研究者回顧相關文獻並統整相關的論述如下：
一、 動機式晤談法是一種結合研究與實務的短期治療法，且可被運用於處理各種不同
的臨床問題，精神醫療的臨床實務上，是一種值得被廣為推廣的治療法。
二、 華人數千年來有著自己一套的處事方式，如果不加調整而只是一昧而將西方文化
的理論與方法強行運用於長久習慣華人生活方式的當事人上，很有可能會出現部
分不合宜的情形。
三、 思考如何提出一個協助華人個案促發其在和諧中蛻變的本土化諮商模式，就得從
老祖宗的生活智慧《易經》中去找尋相關的本土諮商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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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反求諸己」這樣的哲學思想，可以貼切地協助華人個案「看見」自己的不一致，
同時，也可以更有效率地協助個案從「懵懂期」進入「沈思期」
、或是從「沈思期」
進入「準備期」，進而引發個案改變的發生。
五、 動機式晤談法的核心議題就是瞭解並處理「矛盾」
，然而，在此治療法的核心概念
下，實務的運用是將「矛盾」的兩端比喻作相抗衡的兩個力量，這和東方文化強
調的陰陽兩極是對立且和諧的概念有所出入。
六、 臨床實務工作者更可藉由華人獨特的命運觀，來協助個案可以被深層地接納，以
及提供個案改變參考的藍圖。
整合了上述西方相關的理論與東方老祖宗的智慧，研究者嘗試的將「反求諸己」、
「陰陽對立並統一」、「華人的命運觀」等相關「易經」中提到的人生哲學，以及「執
簡馭繁」的概念整合成矛盾困境的心理轉化歷程（圖 3）
，並將這樣的心理轉化歷程運
用於動機式晤談法核心的議題「處理個案的矛盾困境」。

矛盾困境

否
反求諸己
是
否
理解陰陽對立統一
是
否
區辨「命」與「運」
是
否
順天（命），盡己（運）
是
矛盾轉化
圖 3 矛盾困境的心理轉化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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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的來說，研究者把華人最早觸及到人生意義及生活智慧的《易經》
，將其當中提
到「反求諸己」、「陰陽兩極的對立與和諧」、「命運觀」及「執簡馭繁」這樣華人獨特
的人生哲學，運用於動機式晤談法處理矛盾困境的心理轉化歷程中，提出一個能夠協
助個案在面對「矛盾」時，促發其在和諧中蛻變的本土化諮商模式，以期使「動機式
晤談法」能更適合生活在華人文化下的我們所使用。希望這樣的嘗試，有助於心理諮
商本土化的發展，並引發更多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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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ing Ambivalence:
Combining I-Ching Philosophy and Motivational Interviewing
Wei-Jen Chen*

Yung-Jong Shi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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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tivational interviewing (MI) is a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model aimed at
preparing an individual for behavioral change. The core issue in MI is dealing with
ambivalence, and basic treatment principles include “expressing empathy”, “developing
discrepancy”, “rolling with resistance,” and “supporting self-efficacy”, which essentially
envelops much western “individualism.” However, with the obvious difference between
Western, which regards ambivalence as diametrical, and Chinese culture, which greatly
values harmony, wholesale application of Western treatment principles to individuals
accustomed to Chinese lifestyle would result in unfavorable outcomes. Harmony is a focal
concern in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core of I-Ching. In I-Ching, life meanings and wisdoms
such as “introspection,” “yin-yang opposition and harmony”, “destiny” and “simplicity” are
unique Chinese life philosophies. A local counseling model that applies the essence of
Chinese philosophy to ambivalent transformation in MI could be constructed to help people
in Chinese societies overcome ambivalence. We hope that such an attempt can help develop
localized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and motivate more discu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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