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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序 i

楊序

中國的經典中，很少有部經像《易經》這麼複雜，從它的起

源、作者、流派、歷史影響，幾乎都有互相衝突的解釋。甚至於

《易經》的內容為何，爭議也很大。但《易經》是儒家重要經典，

它深刻地影響了後世儒學的發展，這是個無法否認的事實。我們

如果把「儒家」一詞改成「道家」，至少也有部分說得通。

《易經》對秦漢以後儒、道哲學的影響主要是落在形上學

與心性論—工夫論的兩個領域，王弼玄學、北宋（周敦頤、邵

雍、張載）理學、王船山哲學、熊十力哲學可說都築基於《易經》

上。而後世影響深遠的心性轉化的工夫論，如《周易參同契》的

內丹丹法，理學的「不遠復」的功法，也都是建立在《易經》的

基礎上。在主流的中國哲學領域，形上學和心性論—工夫論又有

密切的關係，形上境界是被視為要體證出來的，也就是要經由工

夫轉化的過程。

《易經》一向被視為性命之書，就這一點而言，《易經》不管

是否還可提供其他的知識，作為性命之書的《易經》就有理由被

視為群經之首。它對玄學與理學的主導式的影響也就順理成章，

不是現代哲學史家所說的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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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意識底層有更深層的意識，更深層的意識甚至可達玄祕

的先天之境，這是東、西方許多宗教傳統都提出來的論點，中國

的三教自是大宗，現代的心理學也多主張此義。至於人的本性與

世界共在，人的存在即在世存有的共在，這樣的說法預設了人與

世界連結的構造，這樣的論點在當代歐陸哲學的海德格與中國持

氣化人性論的學派中也都不陌生。

《易經》這部複雜的書的影響是多方面的，但它透過六十四

卦的卦象與世界連結，而且祕響旁通。它也提供了天道下貫、學

者經由身心轉化的修行管道以上契道體，這縱貫、橫攝兩面的作

用都聚集於此經。《易經》和傳統所說的性命之學，或今人所說

的深層意識、原型意識有關，應該是很合理的說法。至於如何相

關，當然需要進一步的說明。

世賢此書可以說是對《易經》文本如何勾連人的深層生命的

一種嘗試，作者透過了歷代的詮釋，尤其是《周易參同契》與榮

格心理學的幫助，嘗試建構《易經》與潛意識的關係。《易》學廣

大，入門多方，作者選了一條較艱難的路，也願意面對較大的挑

戰，這樣的選擇是值得肯定的。

儒賓

識於新竹清大哲學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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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序

人生天地間，艱難實多！所以詩人易感的心靈，容易在生命

的痛苦經歷中，照見自我的侷限，點出人們永恆的遺憾與不足。

「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古詩

年代的詩人慨嘆著時間的有限性，生命的無常！因此，對於人們

而言，時間的感受無比真切，因為我們無法擁有無限的時間，相

反地我們卻恆受於時間的煎迫。於此觀之，艱難、遺憾、不足的

來源，正可能是由於我們時間的有限所致。當然，人生的諸多缺

憾，原因甚多，時間僅是顯示我們的有限性的一個側面而已。歸

根結底，「有限」的我們才是這一切艱難之所由。而《易》的出

現，某種程度代表著人們在窺探時間的未來向度，避免在有限的

時間性驅迫下，踏入遺憾之中。

我與世賢相識，始自其大學階段。當時，他對於許多問題

的好奇心，明顯與其他同學不同。世賢習慣將問題的探問回到根

源性的追索上，希望能尋得終極的答案。因此，他在博士論文時

期，經過多方的考量，最後選擇了以《易》為其研究對象，探討

《易》背後的深沉思維之問題，倒也符合他一貫的思考傾向。只不

過，世賢完成這本論文的過程，著實是費了一番周折的努力，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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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在數年之後，一切因緣俱足，於今年出版面世。或許在這「變

易」的曲折之中，突顯了某種「簡易」與「不易」的道理，應了

此書思「變」以求《易》的軸線，也讓世賢對於《易》之道的體

會有了更深的機緣。

基本上，世賢此書的主要問題誠如其所言，乃在於：「《易》

學何以屢屢在思潮轉變之初，為詮釋者所關注，並成為帶動思潮

轉變的經典依據？」此一提問的可能答案，其實未必只有一種，

或許當我們從內在論與外在論的不同視角，來審視此一現象時，

答案會有所差異。不過，世賢則從「集體記憶」與「集體無意識」

的角度，透過三個《易》學史的轉變階段為思考點，思考《易》

為何能成為解經者據以為思變的詮釋力量？提供了一個有意思的

思考進路。我們知道《易》之作為古代的經典，有著歷史積澱的

遠古文化之心理因素存焉，此在於《易》保留了遂古之初的人

們，如何看待世間一切的存在、變化與衰敗的視角，及其背後的

可能心理意識。此種帶有起源意味的心理反映模式，在所謂科學

昌明的今日，被視為是原始信仰的殘留，前理性的文化遺跡。而

其所構成的解釋體系與文化，則被稱之為「巫術」，甚而被視為迷

信，可以置入博物館中陳列。於是當文明進展如斯，遠古的初衷

遂成謎團，後人更加難以理解太初時期的人們，究竟是如何看待

世界、看待一切。然而，有意思的地方亦在於此。《易》這部充

滿巫文化思維的經典，每每在學術思想的重要轉折期階段，卻是

知識分子據以走向理性未來的重要憑藉。那麼看似前理性的文字

陳跡，為何能擁有推動理性轉動的巨大力量？世賢此書的重要目

標，便是希冀勘破其中奧祕。

事實上，巫術時代的心理意識，或許在理性化的年代，已在

教育的過程中，逐漸消失。然而，人人皆有其生命上的上古史，

我們能否完全割斷此種前理性的心理意識？或有討論空間。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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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當世賢藉助榮格（C. Jung）在心理分析的研究經驗，探討

《易》學背後的深層心理問題，尤其聚焦於「潛意識」的思考，並

且觸及個人自我轉化以及時代思想轉變的理性問題時，此一進路

的分析，已然設想了個人與文化集體命運的一致性關係。是以，

世賢便須回頭扣緊此書的「集體性」問題，於是本書進一步處理

「記憶」在口傳的時間積澱下，彰顯了《易》的集體性與心理意

識的反映。並且在個人與集體之間的聯繫，形成了可堪追蹤的線

索。所以《易》反映了人類遠古的集體心理。而更進一步地，此

一軸線的建立，又在《易》「占卜」的顯隱作用下，洩漏了人與存

有界的密切關係，因為當占卜者心思開放之際，世界的消息同時

為人展開。所以世賢透過此書不僅敘明在《易》的議題探討下，

意識與潛意識的相互滲透，同時也突顯了人躍入時空、宇宙的可

能性，《易》乃成為一切意義探索的根源。職是之故，世賢認為建

立在此種認識下，歷代的知識分子面對轉折期的困惑，自是會回

到《易》的意義資源之中，探問猶疑未來的可能走向，從而貞定

新的可能性。是故，過去所謂貞下啟元能開新面，或可說是歷代

知識分子植基於《易》學靈根的意義之海的信心所使然。

當然，世賢此書從上述的視角出發，或許也只是道術將為天

下裂之後的補天之舉，而為「一察」自好而已。但作為思考根源

性的愛好者而言，世賢在書中的努力，確實代表了他在求學階段

覃思好學的一段記錄。其中或有可再進一步發覆的地方，但我深

信當他通過這段變易的學思歷程之後，必能從中擷取養分，自我

充實，在不久的未來，當能結出新研究方向的果實。

                                          林啟屏

                                      於政治大學井塘樓

                                      2021年 1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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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專書的寫作經歷，一如書名所言：「召喚潛意識」，是一

本不斷在和個人乃至集體潛意識對話的過程記錄。書中所描述的

很多經驗，基本上都親自體驗過，而且，不只走過一遍。

是以，它既是一本學術論著，也是一本生命之書─至少對

筆者而言是如此。

岡田武彥（1908-2004）於其名著《王陽明與明末儒學》中文

版序裡說道：「所謂『內在性研究』，就是在研究一個人的哲學思

想時，把他的體驗移入自身，然後設身處地地加以體驗的方法，

而不僅僅在科學的實證中弄清楚他的哲學思想。」岡田氏所說的

是一種研究方法，而且如是之研究方法，在東方、中國的傳統世

界，完全不陌生。只是，這種研究方法，仍存在著一個方法論的

問題需要解決，或至少有自覺地考慮和回應。

岡田氏提供的研究方法，大概極難跳過生命轉化的層面。因

此，當生命轉化和學術研究相互激盪、碰撞後，將會產生什麼樣

的火花與可能呢？或許，一股冥冥之中、不隨個人心智轉變的力

量，便會啟動了。

這股力量的啟動及其運作，促使這本著作的形塑和完成；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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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筆者不過是條通道、是件工具。從文責的層面，我當負

起完全的學術責任；然從超個人的（transpersonal）視野，它卻非

我的意志所能左右。從動筆到完成，再至增修與出版，它就像是

有自己的生命和運途般，完全不在我的掌握範圍內，即使是寫作

過程依然如此。在更為廣袤深邃的層次，它似另有真正的作者。

這讓我想到了榮格（Carl Gustav Jung，1875-1961）向《易

經》請示了《易經》自己的命運。生命，都會有自己的道路；存

在，亦會有其自在的價值。儘管如此，我仍深深感謝二位指導教

授─楊儒賓教授和林啟屏教授。從碩士班至今，二位老師各自

在不同面向，給予我不同的啟迪和助益，很多時候，就像「一陰

一陽」般，相輔相成地雕琢我。

這本書的出版，對筆者雖是偶然，但相信有它自己的道途要

去實現。我也非常感謝政大出版社諸位編輯委員、二位匿名審查

人，以及林淑禎學姐，過程中淑禎學姐幫助甚多。還有廖棟樑老

師、林麗真老師、吳冠宏老師、楊自平老師和蔡振豐老師。

最後，謝謝舒雲和振寰，謝謝你們，幫助我轉化自己、澄清

潛意識。

2021.01.26筆於廓然書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