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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有哪三種苦？

本 節 重 點

1. 求而不得之苦，別人有的我沒有，我想得到。這樣的想法，形成一種心理

欠缺。與他人比較，會知道自己原來有那麼多東西沒有得到過。這個時候

就形成一種心理上的落差，這個落差也可以視為某種比較小的心理創傷。

2. 得而懼失之苦，自己的好東西，會想方設法留住，害怕失去。很多東西都

岌岌可危，它們或早或晚會離開你。這個時候你對它們可能會與你分開的

憂慮佔據你的生活。

3. 失而懷念之苦，與好的東西分離後，持久的思念會產生苦的感覺。對於喪

失的東西，我們能夠比較好地「哀悼」，就可以與其保持一種持久的關係，

一旦有這樣的關係，就可以克服喪失帶來的苦了。

我們先來談談「苦」這件事情，也就是酸甜苦辣的苦。為甚麼要談論這

個話題呢？這與本書的總體定位是有關係的。

苦的「地方性」

我對這本書的定位是涼茶，涼茶在兩廣地區有很深厚的大眾基礎。雖然

不一定是每個人每天都需要喝，但有些時候真的管用。我們講的自在，就像

涼茶一樣。它不一定甜美，聞起來不一定芬芳，但是喝了之後可能會有一點

點自在的效果。

由於我的家族是做中醫的，所以略通醫理，到了深圳這個地方，每到梅

雨季節，身上就容易長一些疱，我給自己取一些中藥來吃，會有一點效果。

但是後來我發現飲用本地的涼茶，效果非常明顯。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個

地方的人不安寧、不自在的現象，可能要通過本地的資源才能夠比較好地對

症治療。

我是中國人，作為心理諮詢師，接見的來訪者大多都是中國人，所以對

於中國人心理的理解相對比較深厚，心裏的難受，其實都是苦。就像涼茶不

管怎樣調，它基底的味道一定是苦的。我們的內心世界，也有很多這種基底

的苦，一般來說分成三大類。

求而不得的苦

第一種苦叫作沒得到的，就想要。大家想想，我們日常生活中有多少

沒得到而想要的苦呢？我們現在想要的東西比以前複雜好多，只要一打開手

機，別人是怎麼生活的，別人的吃穿用住都是甚麼，這些都在牽動我們的心，

就連別人聽了甚麼課，最近有甚麼新鮮的課程，只要我沒有的，都會想要。

這樣的「想要」，就形成一種心理的欠缺感。

有時候不是說你一覺得有甚麼欠缺，就馬上形成一種心理上的不自在，

如果你過得不好，由於你也不知道別人的生活好在哪裏，那還比較好忍受。

有些青年，他們上大學之後，到了大城市生活，比較下知道自己有那麼多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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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沒有得到過，就會形成一種心理上的巨大落差，這個落差也可以視為某種

比較小的創傷。

我們追求很多東西，有時會誤以為這真的是我想要的，我想要成功嗎？

在這個社會當中，成功有很多標籤，如果你沒有這些標籤，誰會認可你是一

個成功的人呢？所以，所有的廣告都在告訴你：「你是不足的。你這個沒有，

那個也沒有！如果你有了我這個產品，你將會感到怎樣怎樣。」

我們在無意識裏就會形成很多這樣的條件語句：「如果怎樣怎樣，我將

怎樣怎樣。」這樣的語句，有時候像魔咒一樣，接管我們的頭腦，讓我們誤

以為自己想要的人生真的是這個樣子。

「求而不得」四步曲

1. 看見別人擁有自己沒有的；

2. 社會不斷製造「不足 = 失敗」，同時崇尚成功；

3. 想象自己擁有某些東西帶來的喜悅或滿足的畫面；

4. 在想象與現實的拉据下產生「苦」。

我在武漢求學的時候，大家的生活都差不多，所以不會感覺到成功一定

要怎樣怎樣；到了深圳之後，貧富差距比武漢大很多，這時候就會想：如果

我怎樣怎樣，我將怎樣怎樣；後來我接觸到很多來訪者，他們比我有錢得多。

但是與這樣的來訪者工作一段時間後，我對於「如果很有錢，生活將怎樣怎

樣」這想法鬆動了，即使很有錢，很有資源，他們在第一種苦──「求而不

得」方面也不少於此時的你。

所以，我們內心可以算一算第一種苦：我想得到甚麼？如果我得到了，

我將會怎樣？

得而懼失的苦

第二種苦是你已經得到了，但是你害怕失去，我不知道這句話是誰說過

的，但我經常會引用，就是「你有的東西，它們也在『有』着你」。如果你

有很多房產，你是要打理的，不能任由它們空着；如果你有很多錢，你要思

考理財的問題；如果你有很多資源，你要想方設法去維護；如果你聰明、健

康又美麗，那你一定不希望失去它們，你會有一種壓力，要使自己持續地聰

明，不斷地學習，掌握聰明人的標籤，這樣的話，在別人眼裏才是一個不脫

節的人；如果你健康，你一定要持續地保持健康，如果你有美貌，那你要小

心了，很多人都在乎你的美貌，如果你不保持好它，那你在其他人心目中可

能慢慢地貶值了。

所以你有的東西，你都會擔心失去它們，我們在青年時期並不這樣覺得，

從青年到中年，尤其是在中年到老年的過渡期，就會感到很多東西都岌

岌可危，它們或早或晚都會離開你，這個時候你

對它們可能會與你分開的憂慮就會佔據你的生活，

這是一種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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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苦會落到這三個範疇裏的：沒有的，想要；已經有的，怕丟；已經丟了

的，想念。如果想獲得小自在，我們一定要認清這些苦。

失而懷念的苦

第三種苦，我相信大家不難推理出，那就是已經失去了，但你有思念之

苦，就像賣火柴的小女孩想起天堂的嫲嫲，這就是一種苦。講到這裏，人們

可能會想到很多自己已經喪失了的東西。

儀式 /哀悼

但是，如果這個過程沒有正常發生，我們的生命就會被已經喪失的東西

抓住，比方說抑鬱，抑鬱的人看起來沒有生命活力、死氣沉沉，甚至會有一

些自殺的想法。從精神分析的角度來看，抑鬱可以說是與喪失的人發生了認

同：我最美好的東西已經不在了，如何在想象當中繼續擁有這些東西呢？那

就是我本人也要變得死氣沉沉，這樣的話，才能夠與已經喪失的人聯結。

這種病理學很深刻，我們心理上的煩惱、不安、不自在，仔細想一想，

如果喪失的東西，我們能夠比較好地哀悼，是一個健康的心理行為。這

裏的哀悼，不是日常術語中的哀悼，而是精神分析裏弗洛伊德特用的哀悼。

如果你能夠比較好地哀悼，就可以與喪失的人或者物保持持久的關係，一旦

有這樣的關係，就可以克服喪失帶來的苦。

精神分析的理論中，哀悼構成了成熟的核心標準。不能哀悼被視作憂鬱

體驗和痛苦的核心。哀悼是分離和永別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可

以療癒喪失感，簡單的形式是在心中對失去的人或物說：「謝謝你給我

帶來這些深刻的體驗，現在我可以跟你說再見了。」哀悼被理解為一種

創造性的關係過程，與「逝者」產生一種新的、愛的

關係。生活中常見的祭祖，就是哀悼的一種表現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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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情緒中活得自在

本 節 重 點

1. 如果因為情緒或壓抑情緒而不自在的話，出路不在於隔離，而在於轉化和

整合。

2. 先轉化——去接觸情緒，並且確認自己的情緒，明白哪些情緒是「屬於」

自己。

3. 再整合——情緒會穿越我們，讓我們有所體驗，但是，情緒本身是自由來

去的，並不真正屬於我們。我們既不被情緒定義，也不是情緒能定義的。

4. 我們為情緒負責的同時，不必強硬追求做情緒的主人。

這一節是對整個情緒部分的總結，也是對如何在情緒中獲得自在的一個

導論。看到這裏，大家對於情緒是怎麼一回事，情緒有甚麼作用，甚麼是原

始情緒，甚麼是次級情緒，甚麼是工具性情緒，有一些印象了。那如何在這

些情緒當中獲得自在呢？ 

18
夢的解釋

我的一個來訪者，他每次做夢都是灰色的。這倒不是說大家一定要做彩

色的夢，很多人的夢也是沒有顏色的。但是他的夢在心境層面是一種灰濛濛

的。除了這些夢之外，這位來訪者在日常生活當中很多方面，包括他的情緒

都是很不錯的。但是由於反覆地做這樣一種夢，就讓他隱隱地覺得事情不這

麼簡單。

有一部分他所不知道的自己，通過夢的方式來向他展現、傳遞。這個人

有很多的悲傷、孤獨感。這種悲傷和孤獨感並非來自他當前的生活，而是來

自他早年的生活。由於從來沒有被接觸，沒有被充分認可，所以這部分沒有

整合到整體人格當中。

在一個相當長的諮詢過程中，這一部分慢慢地就呈現出來。這個人感受

到自己的確有很多悲傷。大家可以想象，一個生活中方方面面都不錯的人，

讓他體驗自己的悲傷並不是容易的事情。更何況考慮社會文化的因素，最好

還是不要體驗負面情緒。

我的另外一位來訪者夢見一個地下室裏放滿了煤氣罐。你們可以體會一

下，一個地下室裏放了這麼多煤氣罐，不管你是在地下室裏頭，還是你住在

地下室上面，你覺得怕不怕？這就是夢在當事人的晚間生活裏努力地傳遞出

的信息：嘿！你是有憤怒的，你的憤怒量很多！你看滿滿一個地下室的煤氣

罐，如果它們爆炸的話，可能地上所有的部分都沒有了。

你可以想象，這兩位來訪者，一個在日常生活中很少體驗悲傷和孤獨

感，另外一個會想方設法不讓自己體驗任何憤怒。這都限制了他們作為人的

生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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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的處理

對於情緒，我們首先做的是淨化、隔離、放棄的工作。在早年間，我們

的心智不成熟，所以可能沒有辦法處理、整合這麼多的悲傷和憤怒。我們把

這些情緒封存起來了，隔離開了，放到一個「保險箱」裏，放到一個「安全

島」裏，或者放到一個「無人區」裏。這種做法儘管並非完美，但的確幫助

很多人在比較脆弱的時代克服了人生當中的難過時刻。

但是這一部分還會在夢中呈現出來，這又為當事人帶來一定的煩惱。偶

爾做一個灰色的夢，那倒也沒有關係。可這樣的夢，像陰天一樣的夢，一而

再再而三地做，我相信大家都會認為這是一個信號，要引起人的注意，使得

人比較掛心，掛心才有可能去探索。

你們可以看一看自己做過甚麼樣的夢，尤其是那些不斷重複做的夢，

比方說從高處墜落、飛翔、考試，尤其是高考。這種不斷做着的夢裏頭，一

定有密度很高的情緒。這些情緒的出路在哪裏？出路就在於轉化。要轉化情

緒，首先我們要接觸到情緒。

如果你做一個夢，但是這個夢讓你不悅，你可能會動員前面所提到過的

壓抑機制，讓這個夢忘到九霄雲外了。與夢有關的情感，伴隨着這個夢的遺

忘，看起來像是消散了。

如果你能夠記得這個夢，說明你對於這個夢當中的情感有一種點對點的

接觸。自己應該怎樣去做呢？在一種比較好的、不受打擾的、安靜的、心情

相對舒緩放鬆的情況下，你可以好好地走近乃至走進這樣的一個夢。

你好好體會一下：

1. 當我想到這個夢的時候，有甚麼樣的感受？

2. 當我回憶這個夢當中的某些情節的時候，它勾連起了哪些感受？

3. 這種感受讓我的身體有怎樣的變化？

這時候，經由這種接觸而不斷地進行確認。

承認情緒

在我們的臨床工作當中，無非就是幫助人不斷地進行確認：你感覺到悲

傷，那你能不能說說這是一種怎樣的悲傷呢？你悲傷的時候，你的身體會有

甚麼樣的感覺？會出現怎樣的畫面？腦內想起甚麼樣的語句？這些問題都是

在幫助來訪者不斷確認複雜的情緒。

當確認到一定程度，來訪者就會知道這種情緒並不僅僅屬於夢或者他

人，更多是屬於自己的。這時候，情緒就被整合到「我」的裏頭了。

一個東西在外面煩擾你，當然不會讓你自在。如果你非常確定一個東西

是你的一部分，你的胳膊、腿會使你覺得難過、煩惱嗎？一些人被自己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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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嚇倒，那是由於他不知道這個影子是自己的，所以，諸種轉化無非是使得

一個人能夠認可：這個情緒是我，那個情緒也是我。哪怕情緒和情緒之間存

在着不一致和矛盾，我擁有複雜的情緒，矛盾也是我的。說到這兒，就要達

到一種比較高層的整合了。

整合不一定要整成某種具體的樣子或實體，天上的雲，如同我們的情緒

一樣，當我們體會認識到它屬於天空，它就是自在的。你不會因為某朵雲而

煩惱不已。當你走進一片樹林，可以看到很多樹是不一樣的。這個樹林也不

屬於你，當你在裏面走，你就會看到不同的景色。即使同一棵樹，你圍着它

轉一圈，也會看到不同的東西，情緒也是這樣的。它們就像天上的雲、林中

的樹一樣，它不是屬於我們，而是它們本身自發自在的。

如果把這個道理想通了，的確能省好多事。這個憤怒是你的嗎？你能不

能從現在開始憤怒到死呢？不能。你會發現你捉不住它，它會來來去去。開

心的時候也是這樣，「我好開心，我要讓世界知道我這麼開心，我要永遠開

心」。當你這樣的時候，你是在試圖把這種情緒納入自我的領地，這其實徒

增煩惱。

自我與情緒

我們此前談到苦的時候已經說過，我們的苦就是沒有得到的時候，想要

之苦；得到的時候，害怕失去之苦；失去之後，思念之苦。如果你非要認可

這個喜一定是自己的，那你就在苦當中不能自拔了。

我們在前期整合的時候，看起來把各種情緒都聯結到自我，我有這我有

那，我有這和那的不同；而在最後的整合階段，至少在形式上好像又發生了

一個逆轉，這不是我，那也不是我。

這些情緒都可以穿越我。當我被「喜」穿越的時候，我體驗到喜；當我

被「怒」穿越的時候，我體驗到怒；當我被「無情」穿越的時候，此刻真的

好像沒有甚麼感受。但這些東西來來去去，我們既不會永遠地「喜」，也不

會永遠地「怒」。

我們要意識到，對於情緒，我們需要對它負責，需要整合它，同時又

不必做它的主人。你妄想做它的主人，結果反倒成了它的奴隸。你可能擁有

一個很大很大的自我，但如果這個自我處於奴隸的位置，你沒有辦法獲得自

在。自在終究是一件值得追求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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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在教室：

細看情緒變化

1. 觀察體會雲朵的變化，白雲和烏雲都可以。

日期 觀察雲之前的感受 觀察雲之後的感受

2. 建立自己的情緒筆記。當感覺到哀傷並且產生一些「自己不夠好」的想

法時，記錄自己的心理感受。

日期
發生了甚麼讓我 

哀傷的事情
我的心理感受

3. 覺察自己的嫉妒和羨慕。

目標人物
我的感情是羨慕

還是嫉妒
這個人的甚麼事情或者條

件引發了我的情緒
備註

4. 找一個合適的時間，邀請家庭成員進行家庭展望會議。

家庭成員 對自己的展望 對家庭的展望

自己

伴侶

孩子

5. 分析自己記得比較清晰的一個夢。當你想到這個夢的時候，你有甚麼感

受？當你回憶這個夢當中的某些情節的時候，它勾連起了哪些感受？這

種感受讓你的身體有怎樣的變化？

夢的內容

想到這個夢，我有哪些感受 

哪些情節給我帶來特殊的感受 

描述這種特殊的感受

這種感受讓我的身體有怎樣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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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慾」火重生

本 節 重 點

1.  我們被慾望折磨，想從慾望中解脫。或許我們可以借着慾望的力量獲得

自在。

2.  慾望不是我們的敵人。所有使我們苦的東西，也像無盡的寶藏。

3.  我們可以通過慾望了解、探索自己的潛意識，看見自己的人生。

4.  人內在有許多部分，各部分之間的不協調會引發衝突。

5.  我們有能力看見自己內心的「眾生世界」，去接觸、傾聽、認可我們內

心「眾生」的疾苦。

6.  慾望的自由來去，會幫助我們的人格變得越來越豐富、越來越有動態性。

當我開始要講如何從慾望當中解脫、「慾」火重生的時候，我覺得很為

難。因為這樣的一個目標，我自己還遠未達到。但是我始終相信，我們是可

以從慾望中解脫的。

26
擁抱慾望

使我們不自在的東西，說到底就是慾望。如果父母不是對孩子有慾望，

就不會生下我們；如果我們不是對生活有慾望，就不會走上人生的旅程；如

果我們不是對這個世界有慾望，便不會「侵入」它、「使用」它，然後同我

們的同類競爭。而且，我相信大家也都是帶着慾望來閱讀這本書。我也不知

道，我所寫的這些東西有沒有使各位感到滿足，對各位有沒有用。

好像只要我們一有行動，就身處於慾望的洪流當中。我們被慾望所折

磨，感到深深的痛苦。如果想從慾望當中解脫，我們必須學會像衝浪一樣，

借着慾望抵達彼岸。

在這裏我想到了一位着名的波斯詩人魯米。他對於慾望是怎麼看的呢？

他說：「我們應該迎着慾望而去，然後讓它像河水一樣漫過我們身體，

在一波一波的慾望中間，讓其轉化為無形。」

慾望說到底，不是我們的敵人。如果我們沒有食慾，我們的生命鏈很早

就已經斷裂；如果我們沒有性慾，生命鏈也會止步於我們；如果我們對權力

沒有任何慾望，我們完全無法形成一個井然有序、有着強大生產力的人類社

會；如果我們沒有分離與聯結的慾望，人就是各過各的，無法締結家庭，也

無法形成各種深刻的關係。

所有使我們苦的東西，它們也像無盡的寶藏一樣。

自在哲學──30個情緒與慾望的心理啟示.indd   162-163自在哲學──30個情緒與慾望的心理啟示.indd   162-163 2021/5/17   下午4:212021/5/17   下午4:21



164 165自在哲學 —— 30 個情緒與慾望的心理啟示 單元四｜六慾與自在

從慾望中了解自我

曾經有位來訪者，他非常愛抽煙。但是，當時他的身體狀況使他不能夠

很自然地抽煙，家人也不允許他抽。他內心充滿痛苦。就像我們對於食物的

渴求一樣，他對於他所熟悉的煙草有着同樣的渴求。但是當這樣的渴求被全

力禁止的時候，他變得更加執拗。當他走在街上的時候，即使小店裏有一個

不起眼的香煙櫃檯，他都能夠注意得到。這就是慾望改變我們的認知，讓我

們對渴望的東西提升注意的敏銳性。

所以當他努力地遏制抽煙的慾望時，相反他發現自己的生活當中充滿了

煙，加劇了他內心的衝突，因為他感覺簡直要同一個驚天的大浪搏鬥。如此

苦惱的時候，他來到我的諮詢室。

諮詢室一般是不讓人抽煙的，但是這天我突然建議他在這裏可以抽一

支，但是要跟以往的抽法不一樣。這次不僅僅是要迅速使自己的身心恢復熟

悉的平衡，還要好好地看看自己抽煙的過程。

接下來，我就等待着他。在每一個步驟之前，我都提醒着他觀察自己的

內心。當他快要拿出煙的時候，他感覺到內心有巨大的空洞感。這個時候，

在想象裏，彷彿煙霧能瞬間把它填滿，給予他溫暖，把他從孤獨、無助、被

誤解的環境當中拯救出來。

當他開始把煙點着並開始抽的時候，他有一種熟悉感。這種熟悉感彷彿

與自己的過去，生病之前的過去發生聯結。他感覺在儀式化的行為當中，自

己又變回了那個年紀輕輕的小夥子，無憂無慮地享受着煙草。他發現在慾望

裏又有一層與過去的關聯。

當開始抽的時候，他有比較高程度的覺知（在臨床諮詢當中被反覆訓練

的覺知），他感覺到由於已經長久不被允許抽煙，身體會本能地排斥煙的味

道，哪怕只是一點點排斥。這個時候他就會留意到：原來我不抽煙後的身體

已經達到了一個平衡，身體現在也想維護這樣的平衡。

接下來，他在一種非常正念的狀態下抽了這支煙。或者說是在一種相對

不那麼急促的一支又一支的抽煙狀態過程中，他內心產生了一個又一個的慾

望。比方說，他希望自己被填充，希望自己被聯結，希望身心保持着某種連

續性和平衡性。

慾望中的掙扎

原來在慾望裏頭，居然有這麼多內容。我們之所以內心會有衝突，是由

於我們內在並不是一個連成一片或者像一塊鐵板一樣的人格。我們的內心也

像一個「眾生世界」一樣。在眾生當中，有些有着此種慾望，有些有着彼種

慾望。

但有些時候我們無法面對這樣絮亂的內在境況，然後把我們整個人格交

付給其中一個。這只是我們內在的一部分。當它佔據了主體的位置時，剩下

的慾望就沒有機會表達了。所以，處在這樣狀態當中的人，他可能會覺得疑

惑：「我明明在滿足慾望這方面沒有為自己設置任何障礙，為甚麼內心會感

覺到空虛且有如此強的一種不滿足感呢？」

我們如果對自己懷着深切的關懷，一種基於悲憫、尊重，同時也有束

縛的關懷，我們應該像剛剛所說的這位來訪者一樣，使自己的生活稍稍慢下

來，但並不是一個靜止的狀態。

這樣，我們就可以與內在的「眾慾望」打個照面。我們像一個非常好的

領導，傾聽內心「眾生」的疾苦。只有這樣，我們內在的每一部分才能被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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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當它們被認可的時候，就沒有必要發生一場奪權的爭鬥，爭先恐後地進

入行動的狀態。

我們內心也就像一個家一樣。我們要學會照料它，但是這種照料並非縱

容，也並非禁止。而是我們要一個接一個地與我們內在的慾望接觸、認可、

聯結，繼而把它整合到整體人格當中。這樣，我們的整體人格會變得越來越

豐富、越來越有動態性。

在與我們的慾望溝通當中，內心不同的慾望間也就有了溝通的可能性。

就像你是一家之主，你非常耐心地與你家裏的每個成員溝通，久而久之家裏

的成員也會相互溝通的，最後家和則萬事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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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在四願

本 節 重 點

1.  願你體驗到你的存在，尊重自己，感受自己。

2.  願你體驗到你存在的方方面面，你的生命可以很豐富，不僅是別人認可

的方面，你的人生有多彩多元的方面。

3.  願你體驗到更大的存在。這樣，病痛也只是生命長河及大千世界中的一

小部分。

4.  願你體驗到與更大存在的關聯。這個世界上不僅僅是你在受着苦，這個

世界上有人懂你的苦，苦你所苦，而且能在苦裏看到光明並想把光明分

享給你。

有關自在的四個願望，也叫自在四願。

30
願你體驗到你的存在

我們的第一個願望是：願你體驗到你的存在。我希望大家在內心也默默

念誦它，只不過把你改成我──願我體驗到我的存在。

我存在，難道真的是件天經地義的事情嗎？其實不是。如果我們不希望

自己存在的話，那我們可能真的就不存在了。或者說我們的存在是被異化的

存在，只是對於他人而言的存在，甚至只是相當於別人的某種功能而存在。

你作為一件有用的器物存在，但是沒人關注你的存在。所以，當我們發願的

時候，第一個願望是：我存在，不僅如此，我要體驗我的存在。

願你體驗到你存在的方方面面

我們第二個願望是：願你體驗到你存在的方方面面。當然，大家要把你

置換成我──願我體驗到我存在的方方面面。

一些人並不是完全體驗不到自己的存在，但是他可能只能體驗到自己那

些被社會所認可的、被家庭所認可的、被他人所肯定的存在。這一方面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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