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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與回應─────────── 

 

曹溪一滴水：時間、影像、聲音的共振返響  
 

林耀盛 

 

癌症心理經驗以現有的心理學派分類，究竟可以如何抵達描述？還是需要

一種解除知識分類的邏輯？Foucault（傅柯）（1994）在其《詞與物》開始就說

明了分類與知識之間的關連。他引用了 Borges（褒吉）所引述的某一部中國的

百科全書的對於動物的分類方式：「動物可劃分為：一、皇帝所有的；二、有芬

芳香味的；三、馴順的；四、乳豬；五、鰻螈；六、傳說中的；七、自由走動

的狗；八、包括在目前分類中的；九、發瘋似地煩躁不安的；十、數不清的；

十一、渾身有十分精緻的駱駝毛刷的毛；十二、等等；十三、剛剛打破水罐的；

十四、遠看像蒼蠅的。」 

藉著這個令人驚奇的分類可以發現，我們完全不可能那樣思考；而這就是

我們的思想的界限。我們的知識確定了我們的秩序，確定了我們想像這個世界

的方式。本期刊第 54期《緩和醫療》專題由楊婉萍、趙可式、龔卓軍、賴維淑

（2012）、石世明、夏淑怡、邱宗怡、王英偉、王淑珍、謝侑書（2012）和余德

慧、李維倫、林蒔慧、99 頌缽團（2012）諸位老師研究團隊各自撰寫的三篇文

章，分別處理了「時間」、「影像」和「聲音」元素，記錄見證癌症心理經驗，

提供了打破界限的越界可能性。 

尤其，在當今苦難無所不在的時代，深刻的人文倫理反省更是關鍵。然而，

我們實情面對的是動輒得咎、以大腦造影技術探究人類行為的「腦科學」時代，

更彰顯「心學科」反動應對的不可缺席性。同樣地，面對「雲端科技」技術本

位抽象資本的高度訴求，更顯露出以人文為主體的「落地踐行」研議必要性。

不過，如何避免過度「僭位主體」邏輯擴張的「僭人」策略，因而忽視置身「處

境」變動下的影響效應，回到臨床（終）心理處境的探微，益形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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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 

 

「時間」、「影像」和「聲音」互為連通的元素，共同體現一種 Deleuze（1987）

所指出的「無意義邏輯」身體感。「無意義邏輯」並非指「絕對沒有意義」，而

是意義自我分裂的「悖論」。意即，在同一性之先，存在著一個軀體領域，任何

意義和話語都來源於它，但不能窮盡它，無意義是打破實證主義的「非同一性

邏輯」的體現。 

余德慧教授等（2012）在 54期中〈頌缽者療遇初探（一）頌缽之音與心靈

冥視關連之探討〉一文提到「千台原」概念。從臨床處境來看，癌症病體召喚

的是「無物主體化」（nothing subjectifies），只有此際體態依據非主體化的力量

或情感的組合而構成。這樣的組裝平台（或計畫）（plane/plan），是由經緯度和

速度、此際體態所構成。這個平台（計畫）是無限的，可以以一千次不同的方

式啟動它，而將會發現有些事件總是發生得太遲或過早，以致迫使我們重新啟

動組合所有的快慢節奏和所有的情感的∕情動的關係，進而重新安排所有的組

裝，這篇文章已經提出「聲音空間」的重要概念，已具體示現一種頌缽組裝的

大音希聲展演。 

「某人，您或我，趨步向前，並說了：我終於想要學怎麼活。」Derrida（1999）

在《馬克思的幽靈》有了這麼一段神秘的開頭。那對受苦者而言，「明白活著」

又意味著什麼？癌症倖存者及其照顧者的療遇，如何可能？在頌缽者「初探」

定位的文章，並未具體顯露。換言之，重病者、照顧者、助人者所組裝千台原

的餘音，需持續開發身念住∕覺照（mindfu lness）的「非」技術，以啟動新的

情感的∕情動的關係。這原本已是余德慧教授安排規劃的系列議題，但老師已

不幸辭世，期待後繼者持續耕耘，讓精神價值永存，守護受苦的靈魂。 

 

隱喻 

 

影像模式涉及的是 Roland Barthes（羅蘭．巴特）（1995）所謂的「刺點」

而非「知面」，打開一種記錄的倖存見證體。美國重要的知名評論家 Sontag（桑

塔格）在多次癌症侵襲後，最後時光斷片紀錄的《泅泳於死亡之海》提及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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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期才知道自己與別人沒什麼「與眾不同」，甚至朝死的旅程中，反而更期待存

活策略的奇蹟。 

孫燕（2007）認為 Sontag 透過對疾病隱喻的反思和批判，試圖從文化象徵

領域顛覆壓迫性權力秩序，這也是她反對詮釋的要義所在。孫燕指出在 Sontag

看來，闡釋是基於一種隱喻性的思維，正是這種方式創造了一個充滿意義（文

學的、道德的、政治的）的「影子世界」，並試圖用這種虛幻的世界，取代或遮

蔽真實世界。 

如同 Aristotle（亞里斯多德）認為隱喻是指「以他物之名名此物」，於此，

現實發生了兩次斷裂，分裂為實在之物及其替代版本。既有事件，又有事件的

圖像；既有事件，又有事件的影子。於是，詞與物；所指和能指，也至少發生

兩次分裂，以致於詞越走越遠，再也找不到路；能指也不再有所指涉，而成了

一種語言遊戲。在此意義上，闡釋不是用來說明什麼，而是用來掩蓋什麼。 

孫燕（2007）進一步提到，Sontag 並非完全反對闡釋和隱喻，她曾說，人

的思維離不開隱喻，就像一切思考都是闡釋一樣；但這並不意味著不存在一些

必須加以反對或應該拋棄的「隱喻」，並不意味著反對「詮釋」就一定不正確。

Sontag 反對的，實際上是一切體現為權力意識形態的那種專制壓抑，如內容對

形式、意義對文本、理性對感性、本質對表象、主體對客體、有權者對無權者

的專制。她要顛覆一切壓抑性的等級秩序，讓邊緣與中心進行對話（孫燕，

2007）。 

所以，到頭來，文化批判的反思，難道也只是一種表述理想的修辭學，行

動早已閹割？「好走」的臨終「啟悟」，仍是如林中「起霧」，讓人無法通透死

亡，只有自己面對？然，或不然？本專輯諸位作者的動能，仍可後續唱和應答。 

 

象罔 

 

整體而言，此次專輯的三篇文章交織的時間影像聲光之書的認知解域運

動，令人聯想到《莊子》〈天地〉篇的記載（黃錦鋐譯，2007）。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使知索之

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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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莊子》〈天地〉篇主旨在說明「道本於自然」：它無法靠「智慧」去求得，

也無法靠「一對銳利的雙眼」去求得，更無法憑藉「雄辯滔滔」去求得；它是

無所不在的，卻無法用肉眼去看、無法用手去觸摸。最後能發現「道」的人，

竟然就是那個「絕聖棄智」的「象罔」。解除對象性思考，主體最要緊的自身知

識從不曾被放入意識的觀看，反而是以「寄遺」的方式有他人旁觀、側觀、反

觀或正視，主體只能從他人的鏡像反射窺見自己的倒影。 

例如罹患癌症是生命事件的正常與異常的碎片接縫，這種接縫無法被預期

與臆想，也無法防範，它總是在不經意之間發生，但是異質碎片的組裝卻引來

未曾有的「看見」，在原本日常視線的無限遠處出現原本不可見的景象，這種睨

望就被稱為「冥視」（dark gazing）。空無不是沒有，而是一種黑夜中的看見，

是一種冥視，黑暗中反而看得更清楚。 

說到混冥，莊子曾如此描述：「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萬物復情，

此之謂混冥。」如此的冥境，夫復何得？北冥有魚，到南冥成鳥，魚和鳥，其

實都意涵著事件發生在不可見之中。生命事件的真理，終究不可解。 

「安然而逝」可視為人類終極的倫理需求，然而這倫理非始基於人為世界

的規範，而是某種人類亙古以來在其原初經驗之處所發生的極其素樸的自然作

用。但我們終究遺忘了最初，冥視的設身處境，乃至暗夜中的自在自為，如安

寧病房中的肅穆反導生發更力動的聚集，仍得以一種瘖啞的厚實描述，一路一

步的轉述下去吧！只是，如此的暗冥時間如何回到病人身上的感受體驗，仍是

未竟的議題。 

 

餘音 

 

緩和醫療面對的是「傷口性」經驗，在傷口成為一種「論述」或「命題」

之前，傷口的面容早已顯像自身。進言之，正在痛苦的現象不再是一種意識，

一種意義賦予的指認，而是一種列維納斯所謂被動性的過剩（surplus of 

passivity）的切近（Levinas, 2000）。也許，我們受制於傷口，但「它」又引動

著「我」，切近了我們之間。傷口的遭逢，自我和他人兩造間「過去的差異」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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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捕捉，彼此間也同樣面臨著「無法想像的未來」，在此遭逢下，開顯了一種「鄰

人」（neighbor）的狀態。我們和他者的遭逢，也就是身體之事，它是鮮活的，

有自身的生命。透過近切感覺，從面容到肌膚到肢體的臨切，所感覺到的是被

這種近切性的關係所界定。因而，緩和醫療就不再只是治癒事件，更是一種「療

遇」的旅程。只是，自我面對他人，是以「鄰人」或「陌生者」的倫理關係對

待了。 

就「運動空間」上來說，我們可以在時間、影像和聲音裡不斷流變。流變

的運動在心理治療（療遇）上的指涉為何，如何具體踐行，是將此次專輯文章

貢獻於與臨床心理護理實務工作者對話的重要平台。 

臨床心理處境，面對的都是某種形式上孤獨（live alone）者，我們要協助

的是如何使其度過有品質的漫長生活（a long living），意欲如此，除了臨床診

療技術和精熟的語言外，更重要的是照面即為療癒（healing through meeting）

開始的溫暖熱切質分之心。 

最後，反思 Kafka（卡夫卡）的小說。他在《城堡》中的土地丈量員，他只

想盡自己的本分；但因為陰錯陽差，他的任命（或是命運）出了錯，進不了城

門，於是，在百般想要取得當地人信任，以便完成任務，卻始終只能在城門外

遠眺城堡。他大可就離開，但還是堅持留在原地，就是想盡各種辦法要進城測

量土地。 

卡方卡式的手法，點出無論是出於認命或是任命、是荒謬或是謊緲，人們其

實是在各種邊界關係中轉化（或變形）身份。當周圍人都不相信你時，你只好

相信自己。若連自己都不相信自己，那還能如何面對生活？這是臨床心理學議

程，面對受苦者時需不斷碰觸的議題，也是我們時代的難題。何解？「僧問一

古禪師云：如何是曹溪一滴水？答云：是曹溪一滴水！」 

附記：僅以此短文敬悼追思余德慧教授，感念余老師對台灣心理學學術社

群啟蒙一場漫長艱辛、影響深遠的「寧靜革命」。（2012年 8月 17日收件，作

者為政治大學心理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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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錮的身體開啟了超乎心靈理解的多元可能性  

—一個醫療諮商心理師的反思與回應  
 

李玉嬋 

 

乍看 54期主題系列文章的標題，看似無直接關聯，卻又悄悄形塑出一條向

病人本尊經驗致敬、向疾病自然力量順服的軸線；慢慢帶領讀者隨著疾病經驗，

領受疾病禁錮的身體，如何對心靈、宇宙尋求超乎尋常的連結與開展。這系列

文章讀來並不輕鬆，以一位醫療場域諮商心理師的經驗來回應這些文章洗禮下

的幾點反思。 

 

看重病人本體經驗易落入太強調主體性的偏頗 

 

生病本體經驗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旁觀者再熱心再著急再想幫忙，還是得

讓聆聽親身經歷的現身說法來發覺生命末路下的出口。然而在幾篇文章系列對

話下，就會發現光是強調生病本體性經驗的角度似乎仍太狹隘，提醒依循西方

心理治療章法者可能犯的偏頗，一味鼓舞病人強化自我內在心靈意志力來超越

身體限制，反而輕忽了病人置身存在的環境、關係、脈絡與自然宇宙對其之影

響力。 

這讓我反思道，如果反轉聚焦於中國人一向在乎的外在與自身連結的各種

關係，就會在關切病人主體與自身關係之外，也看重病人與他人、環境、宇宙

等多元層面的連結關係；那麼對於自己受禁錮的身體與走向死亡的存在，就可

能出現自我意識意料之外發展路徑。 

例如有可能以意想不到的方式體認連結到古籍經典中頌揚的情懷，而能體

會到謙卑、順服、感激、惜福、憐愛、慈悲、付出、灑脫等情懷的充斥，讓生

命末路開展出另一種美妙極致的境地。那麼允許受疾病禁錮的身體來現身說

法，容許生病者對其自身本體與周遭一切產生接觸甚至連結，那麼陌生的身體

經驗與邁向死亡的經歷，將有機會出奇不意發動無限可能力量，帶領生命找尋

到前所未見的體悟與超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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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人者在平行受苦處境中與病人一起向受苦衰敗的身體取經 

 

常出入醫療院所提供心理諮商服務的我在閱讀這系列文章時，心中浮現最

大的感觸：「和病人一起向疾病禁錮的身體致敬，從受苦中學習吧。」 

日日隨行的身體，常被人輕忽濫用；如影隨形的死亡，也常被主人漠視拒

絕；等到疾病禁錮了身體、限縮了空間，痛苦占滿了感覺、阻礙了知覺、剝奪

了時間，人才開始認真對待身體、聆聽身體的控訴或抗議，爭取著避開病痛磨

難與生死永隔，卻又逐漸明白這並非忽然而來，而是人必然得走之路，病人和

旁觀者都不知如何面對。然而生命中就會一步一步做出應對，路就這麼走著走

著走了出來！難怪說：生命會自己找尋出口。所以生命末路的出口何在？答案

僅出在病人身上啊！只是彷彿連病人也不自知！ 

所以想要協助病人，唯有謙卑地向病人學習，同時也要促發病人向身體與

生命取經，如此病人和一旁觀看助人者就能因平行受苦（李玉嬋，2008）共同

經歷，同感苦難與傷慟，互相陪伴鼓舞下，不放棄地聆聽身體與生命給出的意

義，而能為受苦瀕死的生命找尋到新的出口。 

因為觀看死亡與瀕臨死亡一樣具有殺傷力（李玉嬋等，2012）。所以在臨終

諮商的藝術一書之中提到：「我們不可能促發我們也不知道的道。」這是企圖協

助病人者的首要考題，同時心理師得去面對生命末期是否還能夠以「諮商」的

姿態來面對身體大限與死亡憂懼（余德慧，2007）這等難題。因此助人者要先

能夠不避不縮地站在那裡陪伴受苦的病人一起（Groopman, 2004），然後在專業

助人者的理性與同感為人的脆弱同理感性之間取得平衡，才能有真誠一致的勇

氣陪伴病人一起同感那種承載苦難與迎向死亡的存在，並企圖找尋新出路。然

後慢慢去發展出自己能妥適面對身體限制與死亡憂懼的方式，自處而後助人。 

所以「臨終諮商的藝術裡，每個人都要發展出屬於自己的助人方式。」

（Lair，1996/2007）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Lair%2C%20George%20S.&f=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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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疾病侷限時間的剎那如何能成永恆的超越 

 

隨著 54期系列文章的洗禮，我回想與我伴行的病人一起發掘苦難中幾個難

能可貴的美好時刻。首先是超越了病人的時間困境。 

因為「病人的時間」並非醫院的醫護人員的或外在的客觀時間，在 54 期第

一篇〈癌症病人生病經驗之時間性議題〉中，引用 Bergson 認為：「時間∕綿延

就是生命，就是存在」的說法，強調病人體驗的世界與時間，其實不同於一般

人就人類正常發展或大多數人的疾病發展常態角度（楊婉萍等，2012）。一旦被

癌症診斷確立引發的對死亡時間迫近與生存時間有限的覺醒，「生病」本身將時

間聚鎖在身體、死亡這些平時幾乎完全無意識到的存在向度，「當下此刻」不再

循著過去軌跡迎向未來。生病將人的感官注意力有限地限縮於身體當下的病

痛，甚至將生命焦點指向死亡存在樣態。時間變得非常非常「受限」，失去平常

人的充裕緩衝時間，但在生病時間攪和下，如何讓病人超越時間的侷限，而能

擁有一剎那一霎那的超越時刻，感受到剎那卻能成永恆的時刻？ 

病人教會我超越時間主宰一切的可能性。頗意外地，有的病人透過「忘我」

的瞬間來忘卻時間的侷限，享受剎那卻心靈滿足的美好的種種奇異恩典。就如

同人一生中最值得眷戀的時刻，不在標記於一生有多長，反而在盡情忘我的剎

那，往往能成為生命中永恆值得回憶的時刻，生命中那一瞬間的「忘我的時刻」，

曾以何種形式在生命中出現呢？ 

在縱情遊戲玩耍裡……到忘我甚至忘記回家的時間裡……；在浸泡於閱讀

沉思神遊到忘我的時間裡……；在投入精心創作或酷愛嗜好活動的忘我時間

裡……；在陶醉欣賞美景風情的忘我時間裡……；在讚嘆人性光輝與美好的感

動時刻裡……；在致力付出關愛真情的美妙時刻裡……；在享受親情天倫單純

的美好時刻裡……；在感染愛戀深情眷戀的迷戀時刻裡……；在頌經禱告靜坐

的沉靜時刻裡……；在祈福祝禱感受恩典的神聖時刻裡……；在尋獲生命意義

哲思真理的體悟時刻裡……。 

這些「忘我」、「陶醉」的時間感，讓剎那也成永恆。有人稱之為生命中的

高峰經驗，有人稱之為神馳經驗，或有人稱之為入定經驗；可見這些瞬間的美

好足以成為永恆的記憶穿越時間，迴盪久久。彷彿 Bergson 說的時間就是生命



禁錮的身體開啟了多元可能性 

- 9 - 

∕存在，綿延了時間也才綿延了存在（楊婉萍等，2012）。 

 

超越人為的更大力量底下進行臨終陪伴 

 

主體亟欲主宰一切的內心主導力量，在自然運轉的生老病死撞擊下，被迫

卸下「人定勝天」的意念，輾轉體悟許多「自己不明白的道理」，讓身體受限的

生命願意嘗試找尋新的出口；或藉由影像拍攝的影音傳遞，或任由無音律頌播

音的無聲連結，串連各種愛的連結或各種生命的體悟，逐漸臣服於自然界運轉

的力量，對大自然韻律的洗禮與生命本然存在的美好意義，產生感激。 

這現象在失落與悲傷治療理論中有類似說法。引領失落悲傷的人去「發現

意義」（Neimeyer, 2007），很可能可以成為「創傷後成長」的導引路徑，包括發

現這些創傷、限制、難題或死亡的合理解釋，甚至發現意想不到的額外益處，

而獲得另一番體悟，幫助自己願意謙卑領受生命給予的課題，而迎向前去。 

誠如文章中引述 Heidegger（海德格）（1952/1962）的說法：「朝向死亡的

存在」已然讓過去的生活方式、生活價值與承諾頓失意義，過去詮釋世界的方

法也已不適用，人得逃避過去自我的意識重新思考存在的本質，甚至邁向起個

人更大存在的意識發展，方可為生命找到另一番出路。這正是（Lair，1996/2007）

在《臨終諮商的藝術》一書中強調要出打開的「意識光譜」，諮商路上需要引導

病人從自我、存在朝向超個人的意識光譜拓展，可能是走一條發現意義的諮商

道路。 

對照 54期第二篇〈影像記錄在臨終心理諮商之運用〉一文中，先會看見醫

護人員易把病人受苦於疾病狀態視為常態，正常化了病人的受苦而輕忽了受苦

的意涵，企圖運用「衰敗身體所提出的空間性，以及死亡迎面而來的時間性」，

提供病人在生命最後尋獲意義的重要因素，交織出病人受苦的超越性意涵，讓

「朝死而生」的生命時間具有轉化能量，可能「從受苦本身中發覺自性」，甚至

展現在臨終受苦仍可以付出、仍可以轉化關係，更可以不同往常超越人我生死

界限而與更大宇宙產生連結關係，讓自己回歸自然宇宙一部分繼續運行。 

而在癌末病人臨終前生命影像記錄過程中，反芻生命、觀看受苦、一同迎

向死亡的歷程中，穿透「臨終」與「陪伴」的洗禮所療癒的未必是病人本身，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Lair%2C%20George%20S.&f=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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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可能是家人甚至助人者。這般「迎向死亡的存在」歷程一起「臨在」並攜手

「伴行」，所能產生對自我的體悟、對現實與他人的化解，甚至超越性理解更大

宇宙的定律與涵容力，再次說明「生死交際的臨終諮商工作，是在一個更大力

量底下所進行的工作。病人身心受苦與心靈轉化，是在一個超越人為層面的轉

化能量域底下進行。」這條路徑彷彿有多元路徑，常常出人意表。或許因為我

們都還沒親臨這處聖殿，「我們不可能促發我們自己也不了解的道」（Lair，

1996/2007），所以病人能在頌缽音中發掘超越的路徑可能也不算太意外。 

走筆至此，也愈發看見自己比以往更謙遜地觀看生病受苦與臨終死亡的張

力。或許生命最脆弱之處，正也是使生命轉化出最出人意表圖象之所在。練習

以更大架構與更包容謙卑胸懷向苦難與死亡順服與學習，或許能開啟許多意識

層面「看不見」的轉化為「看見」。誠如 Yalom 以存在主義治療的觀點提醒助

人適應了臨終，等於扼殺了發現臨終意義的契機（Irv in，1980/2003）。以愛與

意志之名，容許多元可能性存在，向禁錮的身體所能啟發的智慧致敬與學習，

或許是疾病伴行與超越臨終的另一種道路。（2012年 9月 5日收件，作者為台

北護理健康大學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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