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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第十二屆臺灣心理治療與心理衛生
年度聯合會，將終生成就獎，頒發給余德
慧教授（1951-2012）。以下說明余老師
的學術發展軌跡與重要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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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德慧教授：平凡的不凡 

台灣屏東人，民國四十年(1951)生，台灣
大學臨床心理學博士。曾任台灣大學心理
學系副教授、張老師月刊總編輯、東華大
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教授、東華大學
臨床與諮商心理學系(現更名為諮商與臨
床心理學系)創系主任、慈濟大學宗教與
人文研究所教授，也是心靈工坊文化公司
諮詢顧問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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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從事臨床心理學，擔任心理學教授二
十餘年。之後因覺察人的世界跟文化、經
濟、生活等息息相關，在1987年，加州柏
克萊大學博後研究，開始埋首於心理、醫
療人類學，同時也浸淫在詮釋現象心理學、
宗教與臨終照顧等研究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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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余老師將這份人文關
懷與社會觀察，實踐在【張
老師月刊】這本雜誌上，並
策畫【中國人的心理系列叢
書】25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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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年代，余老師看出心靈學
是未來的趨勢，因為這門學問將引
領人類了然人生的根本態度，教導
人如何建立一個真誠的生活；一九
九二年，他與楊國樞教授在台大心
理系開設了國內第一門「生死學」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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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余老師開始在花蓮慈濟
醫院的心蓮病房擔任志工，開始
接觸臨終病人，親身體證生死，
並在慈濟大學重新開設「生死學」
課程，以海德格、齊克果的思想
為經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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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余德慧擔任國立東華大學諮
商與輔導學系（今更名為諮商與臨
床心理學系）的創系主任。2006年
八月自東華大學退休，轉任慈濟大
學宗教與文化研究所（101學年度
更名為宗教與人文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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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成立的心靈工坊文化
公司，余老師是主要催生者
之一，他並擔任諮詢顧問召
集人，將身心靈整體療癒的
觀念帶進出版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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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余老師主持「人文臨床與
療癒研究室」，以「人文臨床」的
觀念，結合人文社會學科與受苦現
場，以探究其人文深度。余德慧深
信：死亡可以不是悲劇，而是恩寵。
2012年9月7日，泰然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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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透過幾位余老師的摯友、
學生輩、同事的描述，以不同
側面呈現余老師的治學風格與
學術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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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浩威（2013）認為，余老師是本土心理治療
之追尋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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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文里老師（2012）認為，余老師
在研究上，是他的靈魂兄弟 (soul 

brother)。 

余安邦（2013）認為，余老師是一
個倔傲而孤獨的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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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維倫（2013）認為，余老師是荒蕪年代的栽種者。余老
師描述了經驗，他是現象學家，他抵達了經驗的核心。他
也就如此，說出了我們自己，那個我們尚未認識的自己。
2014年進一步指出余老師的認識論是「活（觀）路」。 

彭榮邦（2013）認為，余老師讓中文心理學內部以美國主
流心理學為鏡像的意義鏈出現了缺口，打開了心理學話語
的另一種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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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卓軍（2013）認為，余老師的書寫與思維，
具孌主體性，投身本土語體的鑄造與倫理美學
的探求。孌主體性是受苦主體，唯其受苦，故
有療癒之力。 

林徐達（2013）認為，余老師在散文修辭上創
作美感，和臨床民族誌上致力於受苦經驗與倫
理「療遇」的哲學辯證，二者交揉後開展獨特
的「生存美學」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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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宜澤（2013）認為，余老師像是把大環節的
鐘錶拆開擦拭的工匠，而不是個提供建築照護
技術藍圖的工程師。 

蔡怡佳（2013）認為，余老師不是以華人文化
之特殊性作為分析的入口，本土化意味著生活
世界的回返，回到蘊生巫文化的心理人文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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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仁郁（2013）認為，余老師的心理學，是對
人的心靈近乎敬畏的理解途徑。 

林耀盛（2014）認為，余老師的跨領域哲學素
養、以及解疆域的行動、充滿詩性的語言，或
帶有藝術神祕的氣息，但又不失科學眼光的複
合經驗，搓揉生命智慧的歷練而成就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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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余老師不僅長期關注本土/文化
心理學更跨越臨床心理學領域，旁及
宗教、哲學、人類學、文化研究、社
工、精神分析等學科，重構靈魂的心
理學，注入生命力的學科本體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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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老師的成就是越界
的領域，難以歸類。
此次以大會的主題：
解構、建構與重生，
加以重組呈現余老師
在心理衛生與心理治
療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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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時期：從建構到解構 

作為「台大」時期的臨床心
理學家的余老師，接受實證
訓練，建構知識。但余老師
早已認出臨床是現場，關注
常民經驗，直抵現象的根本。
1985的《台灣民俗心理輔導》
出版，是個座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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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社會各階層訴求機構分析 
(原圖說明,《台灣民俗心理輔導》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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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柏克萊進修返回台
大，解構先前認識論，
進入敘說、詮釋、現象
心理學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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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台大的養料是思想孕生的基地，後來老師
移居東部的土壤，是思想實踐的臨床田野。後
來，余德慧（2008）提到「人文臨床」（動詞）
是試圖將人文學科的自我遞迴打破，賦予人文
學科一種手足無措的失神狀態，對比「臨床人
文」（名詞，蛻變後的人文學科）參與人類受
苦處境的調節，它有著別於傳統緩解受苦的專
業的部分，有著它自身與本科本業多所差異的
基調。 

23 



人文臨床的要義，在疾苦、厄難、失控等受苦處
境裡獲得人文的發展，並結成人文現場支持的網
絡。在這臨床的現場，一方面讓人文學科突破自
身的慣性，開始去傾聽受苦的聲音，獲得自身全
新的反省。一方面透過新的反省，人文學科進而
自我轉化，滲透進入受苦處境，鍛鍊出更深刻的
人文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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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時期：從解構到重生 

進入東華，無論是在族群文化或是臨
床心理或是諮商輔導，重新以文化田
野的實踐方法，體認到實證心理學對
本土心理知識的貢獻載於外部知識，
也就是透過命題的諸種試驗（無論是
實驗室或問卷調查）來獲得的知識累
積，但我們也注意到這些累積的知識，
大多不具有「水土保持」的資質，只
有留下一些外部名相提供文化生產，
這些苦心研究的成果幾乎無法形成文
化生產中的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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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的心理治療取向 

心理治療意義複合體(1)心病
的認識論(2)認症的問題(3)
治療者的角色(4)治療過程 

喻明系統，心理治療
之文化過程的探討 

破、解、立的接枝
工作 

兩種體道術：追求終極觀照
的心性療法與積極介入社會
的倫理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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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社會的象徵療法：廟祈、乩童、
靈療與算命 

百姓日用即道 

傳統背立反轉的治療技術：禪機、
求道靈修、虛靜之道 

中西心理療法的接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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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臨床心理研究的實踐 
 

東華時期的成就，可以余老師在教育部「追求卓越」
(2000-2004)整合型計畫為里程碑。 

此計畫的總體理念，是視生活的受苦經驗，為華人
集體/個體化之「負顯化」處境，透過失親、憂鬱
症以及生活的難處作為集體他助/個體自助的破裂
處，凸顯原本華人日常生活網絡的習而不察之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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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顯化（Negative Manifestation） 

個體的社會人際處境發生斷裂、崩盤、
失所或失位，而造成個人進行其受苦的
旅程。 

在這旅程當中，受苦者透過眼前的斷裂
處境，回顧當初其處境尚未斷裂、崩盤、
失所或失位之時的情況。 

藉著深入的訪談、陪伴或心理測量，研
究者獲知受苦者當初習而不察的社會支
持結構及心理情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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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層面的負顯化   -1 

1.運作世界(Operating World)：有人際
病理則僅僅傷及運作世界的破裂，如
失業所造成的家庭困擾。  

2.習而不察的生活域(TFG)：有些人際
病理只是涉及TFG的破裂，但尚未傷
及真實界，如配偶、婆媳之間的悲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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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層面的負顯化   -2 

3.無法言說的真實域(The Real)：有些人際病理涉
及一種無法言說的真實域，使得個體所受的斷裂感
無法表明，卻連帶使得習而不察的生活域發生斷裂，
並使得運作的世界連帶停頓，例如失親的憂鬱症。 

4.心性基底的身(Body)：有些病理深及作為心性基
底的身，使得個體失去意會明察其斷裂，例如精神
病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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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時期：從重生到解構 

進入慈濟後，於宗教心理學著力更深。透過「人文臨床與
療癒研究室」的成立，多次研討後，再度自我解構，提出
「療遇倫理」是精神性的生產，它本身透過自我的技術不
斷的在形成又放棄再形成，不斷的在錯誤中嘗試，體會差
錯，尋求妥協；在這種情況下的療遇倫理涉及到整個個人
生活的出發點，所經驗的一定要直接能碰觸到自己跟自己
的關係，這種碰觸本身會產生自我轉換的效果。之後，進
一步以「柔適照顧」(Anima care)的操作，帶出存有的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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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有美學作為臨床心理的終
極視野，療遇倫理作為一種藝
術過程」是余德慧老師為台灣
本土臨床心理學設下的指引。 

余老師後來的提出的「柔適照
顧」可視為此一「藝術過程」
的深入論述與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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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老師倡議「柔適照顧」，
是因為觀察到對癌末病人來
說，真正的生活品質，是來
自柔適的寧靜、休憩與孤獨，
而不是社會領域的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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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悅音」使病人
傾聽烏有之地的
籟聲，因音而悅，
而與意義無關。 

「塗鴉」讓病人
見無何之象，與
現實無涉。 

「催夢」的說話
促其思及無處之
思，促其飄邈之
幽貌。 

整個過程乃在發
展臨終階段的柔
適照顧，讓臨終
者在柔軟安適的
氛圍中善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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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老師從「臨床心理」到「臨終關
懷」，從「療治」(cure)訓練的範式
至柔適「照顧」(care)的施作，落實
的不僅是在地實踐的終極理想，更
是留下深刻化人文思想的遺產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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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後時期：從解構到建構 

人文臨床與本土
（文化）心理學
的發芽與開展。 

東部的資產（顧老師、
李維倫、彭榮邦、林
徐達、李宜澤、翁士
恆等） 

余老師的成就，
不在過去，而
在未來。 

南部的朋友（龔卓軍、
許敏桃、謝碧玲等） 

中部的學圈（劉淑慧
團隊） 

北部的伙伴（宋文里、
汪文聖、蔡錚雲、余
安邦、蔡怡佳、沈志
中、許樹珍、陳淑惠、

林耀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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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成就：從在地迂迴到遠去歸來 

1. 本土臨床心理、人文
諮詢、詮釋現象心理
學的渾體性 

2. 受苦經驗、心理照顧
與倫理療癒（遇）的
再脈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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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重新觀察少數族群、
中下階層民眾的療癒活
動，即所謂民俗醫療或
巫（覡）文化 

4.宗教療癒、人文臨床、
倫理療「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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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生死學、臨終關懷
與存有陪伴、柔適照
顧、情緒身體工作 

 

 6.本土心理學與文化
心理學本體論、認識
論和方法論探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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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德慧教授的思維，可說是涵蓋知
識論、存有學的奠基層次，也包含
現象學還原運動、現代處境朝向後
現代運動，亦涉獵傳統文化社會療
癒出發，批判現代心理治療，進而
從生命受苦的界限處境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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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化的內涵由「普全」與「特殊」、「東方」
與「西方」等軸向移轉至「接近生活世界中之
現象發生處」，在學術反省的意義上，這樣的
本土化過程是對目前以美國馬首是瞻、追求有
效性與技藝化的臨床心理學的懸擱。 

但這不表示在研究的作為上就要相對地被限制
在異國情調的牆角，而是要脫除理所當然的執
取（不論是「西方的」或是「東方的」），下
降到現象與經驗的發生處，再尋求適當的方式
與語言來將之帶入明白的瞭解之中（余德慧等，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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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老師留下的線索，開啟未來
者，得以思考、詰問或研議余
德慧教授思想上、實踐上未竟
的議題、尚待努力方向，以及
形成某種學術論辯脈絡的思想
緩坡。如此觀看余老師的貢獻，
若能激發更多元深刻的學術思
維，使緩慢繞路的知識進程得
以抵達建立新可能性，成就的
意涵更具時代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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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 

再度向「時代的文
人」，行深學術
「遊戲三昧」和知
識「漫遊者」余德
慧教授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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