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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istential psychotherapy is a school full of philosophical thoughts, emphasizing people’s existential needs on the ontology level. The theory of this school is composed of the different theories of
several scholars, but all of them hold a positive view of human nature, focusing on such topics as
free choice, responsibility and self-realization. The purpose of the psychotherapy is to let the visitors enhance the sense of existence, being in the world in authenticity, to further achieve the potential of self-realization. This school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psychotherapy, but it also
has some defects; for example, the theory is some kind of poor and hard to apply practic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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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存在心理治疗是充满了哲学思想的流派，强调人们本体论层面的存在需要。该流派的理论由多位学者的
理论构成，主张各异，但都持有积极的人性观，关注自由选择、责任、自我实现等主题。治疗旨在让来
访者提升存在感，以本真的方式存在于世，进一步达到发挥潜能，自我实现的目的。该流派为心理治疗
提供了新的视角，但也具有理论单薄，实际应用较难的缺陷。
文章引用: 黄雅喆, 张荣华(2020). 存在心理治疗评述. 心理学进展, 10(4), 492-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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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 世纪中期，
来访者的心理问题不再表现为性压抑或是防御机制应用不当，
而是某种内在的空虚感，
他们缺乏价值观的引导，不明了生活的意义，对自尊和人生价值非常迷惘。弗氏关于原始驱力的理论已
经很难解释这些心理问题成因，因此人们选择寻求不同的方向，存在心理治疗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产
生的。它最初发源于欧洲，后经罗洛·梅引入美国。存在心理治疗的理论建立在存在主义哲学，现象学
和精神分析之上，最初是对精神分析的拓展，后来成为人本心理治疗的一部分，二者并称存在–人本心
理治疗。

2. 概述
“存在”(existence)一词即来源于存在主义哲学的存在观，指的是作为意志或行动主体的个人存在，
强调主观精神而非客观世界的存在(车文博，2001)。存在主义哲学认为人是被抛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本身
的存在就具有悲剧性和荒谬性，世界是虚无的，人的存在是没有意义的。个体需要为自己做出自由选择
并承担责任，在无意义的世界里创造意义。因此这种存在是能够意识和自由选择的，与焦虑、死亡等非
存在统一的，也是具体和此时此地的。
存在心理治疗的人性观是积极乐观的，相对于原始驱力，更加关注个体的价值感和自我实现。同时
采用现象学的方法，对来访者经验的关注点从过去提到了现在，注重个体当前的经验，主张摒弃前提假
设，不带任何固定的理论与成见去经验和接受来访者的存在。
存在心理治疗的演化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存在分析学阶段，以宾斯万格和鲍斯为代表。二战后
人们普遍迷茫沮丧，缺乏人生目的和生活意义，而这些议题刚好和存在主义哲学的诸多议题相吻合，因
此人们试图用存在主义哲学改造精神分析，来解决新时代背景下的心理困境。从流派上来讲，存在分析
学重视个体早期经验和梦的解析，依然属于精神分析一派(杨韶刚，1996)。二是存在–人本心理治疗阶段，
以罗洛·梅，布根塔尔，雅洛姆等人为代表。旨在发展“关于人的科学”，关注人的存在感，本真存在，
自由选择，责任与自我实现等主题。认为技术服务于个体，往往根据来访者的具体情况广泛灵活采用多
个学派的多种技术。强调咨访双方之间的人际关系，通过“在场”(presence)和“交心”(encounter)等形
式深入揭示和改变来访者的内心世界。与人本主义心理治疗有许多共同之处，逐渐成为人本的一个重要
分支。

3. 主要理论
存在心理治疗的理论由多位学者的观点组成，彼此之间有许多差异。本文将对各位学者的理论从存
在心理治疗的存在观，焦虑观，关于神经症的病理学，治疗阶段和方法等角度进行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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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罗洛·梅的存在心理治疗
罗洛·梅被誉为美国存在心理学之父，他将欧洲的存在分析学引入美国，创立了真正意义上的存在
心理学。他强调存在感(sense of being)，存在感即个体对自身存在的意识和体验。具有存在感的人有强烈
的自我意识，能够深刻认识自己并做出价值和目标的自由选择，为自己设定人生目标，获得存在的意义
和价值，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同时他的意志和决定也具有创造性和责任感，能够达到个体化和社会化
的平衡(杨韶刚，1995)。存在感淡漠会导致缺乏价值感和意义感，产生焦虑。焦虑是“人类对威胁其存在
或威胁使他与其存在相认同的某种价值的基本反应”。指当个体的生命安全或是对人的存在至关重要的
基本价值受到威胁，个体就会产生强烈的焦虑(车文博，2001)。因为这是对人之基础即存在中心的打击。
学生被迫退学，白领意外失业，都会感到失去了自己的存在感而倍感焦虑。
神经症患者通常采取压抑、禁忌、回避的方式应对焦虑，导致意识范围缩小，进一步丧失了自己的
存在感。要帮助个体走出这种恶性循环，就要帮助他鼓起勇气面对焦虑，因为“在勇往直前面对焦虑中
所获得的结果，远比处处逃避大得多”。心理治疗的目的就在于帮助病人提升自我存在的意识，体验和
增强自己的存在感，而非辨认和消除症状。因为存在意识对人格结构有统整的作用(张松，1991)。因此个
体内心的焦虑和冲突不需要被消除，而是要使其转化为建设性的冲突。
存在心理治疗的阶段可以分为愿望、意志、决心与责任感。在愿望阶段，要帮助来访者觉知内心深
处的渴望，获得情感上的活力；意志阶段则把愿望从知觉层面引入自我意识，来访者存在感得到提升；
最后一个阶段是走向自我实现的意识形式，是做出选择和决定，承担自我责任感与实现长远目标的重要
层，这样才真正达到了心理治疗的目标。在这个过程中，“交心”(encounter)是心理治疗的最佳方法。交
心是在咨询过程中产生的情感交流现象，是种心理共鸣。要求共同世界中的两个人进行真正的交往，遵
循平等、坦诚和互相尊重的原则，彼此将对方视作存在的个体。通过交心的方法接近对方，能够发现他
深层的心理体验，从而达到共鸣，以恢复其存在意识(冯大彪&刘国权，2006)。交心与移情不同，弗氏认
为来访者移情是来访者将治疗师当作儿时重要的客体才产生的一种情感，治疗师需要在保持中立节制的
同时对其进行澄清。而罗洛·梅认为“移情只是交心的一种结果，只有在交心基础上移情作用才能获得
真正的意义。”因此当咨访之间发生移情时，需要彼此分享来增强治疗的真实感，鼓励来访者主动参与
并发展其责任感。

3.2. 布根塔尔的存在–分析心理治疗
在罗洛·梅的基础之上，布根塔尔进一步发展了存在主义心理学并建构了人本主义心理学的理论框
架。人的存在给予性(existential given)和存在的本真(authenticity)构成了布根塔尔的心理病理学模式的基础。
存在给予性指人在主观经验上的存在条件或状态，具有有限性、行动潜力、选择和疏离四个特征，对个
体的存在来说是限制性和消极的。存在的本真性指的是个人的在世存在与他自己的本性以及世界给予性
协调一致。在心理治疗的动力方面，布根塔尔和罗洛·梅一致，认为存在需要(existential needs)是主要推
动力，表现为寻根性、同一性、意义性和关联性四种形式(车文博，2001)。
布根塔尔认为焦虑可以分为存在焦虑和神经症焦虑两类。存在焦虑来源于个体对自身的存在给予性
的意识，有命运与死亡、罪疚与惩罚、无意义与空虚、孤独与疏离四种形式。这是人本真的存在方式。
但有时候焦虑过于剧烈，个体内心深处无法承受和接纳，会转而采用扭曲意识和防御机制来获得安全感，
因此会体验到神经症焦虑，这种焦虑的特征在于歪曲现实，毁坏人的存在本真性。个体采用恐惧还是勇
气来对焦虑进行反应，决定了他的本真与非本真，存在与非存在。心理治疗的目的就是帮助患者重获本
真存在的勇气，摆脱意识的扭曲，走出非本真的存在，接受自己在世界中本真存在所具有的责任，从而
实现人的内在价值与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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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可以分为分析、存在成长和超越三个阶段。分析阶段的关健在于抵抗分析，即帮助来访者认识
到自己为了回避存在焦虑形成的存在方式。通过对症状和焦虑进行深入分析，揭示隐藏其后的存在焦虑，
使其意识到自己的非存在。存在成长阶段的任务在于改变非本真的存在方式，走向本真，促进人格成熟，
实现人性潜能。最后的超越阶段是心理治疗的终极目标，即达到天人合一，与宇宙融为一体。这种本真
状态是非常理想的，少有人达到，也称为如性(suchness)，作为本真存在的理想模型是“佛陀”和“耶
稣”(王栋，2013)。
布根塔尔对于本真存在的追求决定了他的治疗观不是矫正性的，而是发展性的。心理治疗乃是对人
生在世的意义的哲学探险，是对人生在世的意义的不断澄清。重在帮助来访者解除阻碍其潜能实现的束
缚，充分体验并实现潜在于他的生命之中的可能性。因此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生活方式，任何若要获得
本真存在的人，都需要存在意义上的心理治疗。在实际的治疗过程中，个体的临床表现往往集中在存在
焦虑的某一个方面上，治疗师需要从症状表现中发现来访者的核心主题并进行工作。布根塔尔的存在心
理治疗同样是非技术取向的，但对治疗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治疗师需要精通各种技术，并依据心理治
疗的内容和进程灵活使用。

3.3. 其他学者的理论
除此之外，还有弗兰克的意义疗法，雅洛姆关于终极关怀的理论和在团体治疗中的应用，施耐德对
存在整合疗法的提倡，都极大地充实了存在心理治疗的理论架构和实际应用。雅洛姆的理论从严格意义
上来说不够严谨和完整，大部分内容属于对布根塔尔理论的发展。但他著有《存在心理治疗》一书，这
是该流派第一本关于治疗的完整书目。此外，存在心理治疗一直因其抽象和思辨性而广为诟病，但雅洛
姆在团体治疗中广泛采用这一取向进行治疗，取得了良好的治疗效果。这为该理论的实际应用找到了出
路，现在存在心理治疗也多以团体治疗的形式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同时他还撰写了众多关于存在心理
学主题的小说，这不仅是在向存在主义哲学的先驱们致敬，同时也为存在心理学的艺术化和大众科普做
出了巨大贡献(邱赤宏，2017)。施耐德则试图把存在心理治疗作为一种取向和其他心理治疗流派进行整合，
进一步提升了该流派的实用性。

4. 理论评价
4.1. 理论优势
本文讨论了存在心理治疗，把哲学思想引入心理治疗，为理解心理病理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存在、
死亡、无意义这些主题往往贯穿于来访者的对话之中，但未得到足够的重视，通常被看作其他心理问题
的伴随产物，本身不是需要被解决的核心问题。存在心理治疗则把人生在世必定要面对的终极性问题放
到了心理治疗的过程中来，关注存在需要，丰富了心理治疗的方法，为那些陷入哲学问题而无法脱身的
来访者提供了一剂良方。正如罗洛·梅所说：“存在疗法的主要贡献在于它将人理解为一种存在。”存
在心理治疗的适用于这样的来访者：对目前生活不满意，心怀焦虑；拥有对广阔有效生活的追求和探索
内心的好奇心；具有哲学思辨精神和内省能力；经济状况和生活状况支持长程的心理治疗。
存在心理治疗还极大充实了人本主义心理学的理论，发展了关于“人的科学”，强调自由选择与责
任，价值与意义，本真存在等概念，把人的地位提升到了新的层次。与马斯洛和罗杰斯的理论共同构成
了存在–人本主义心理学，形成了完整的人本主义架构。

4.2. 理论不足
存在心理治疗的缺陷在于理论阐述不完整，虽然借鉴了存在主义哲学的哲学概念和理论，如本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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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向性等，但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在于生活直观的常识层面，而不是哲学学理探讨的理性层面，因此不能
在逻辑上做出彻底的理论阐释。本身的理论也较为单薄，不像精神分析那样复杂和厚重。因此在治疗实
际中，更多作为一种理论取向来进行辅助治疗。其次缺乏具体的技术方法，虽然是出于以人为主体的考
虑，尊重人的独特性，但也因此让人无所适从，不知道如何在实际的治疗中运用，对治疗师本身的能力
非常高，需要多年的临床经验。想要入门存在心理治疗取向的新手在学习的时候也倍感困难，这本身不
利于流派的长远发展。此外，存在心理治疗强调交心、自由、价值等，因而对来访者的受教育程度有所
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适用范围。最后，该理论具有一定的宗教神秘主义色彩，如罗洛·梅初期
提出的“宗教紧张”概念，以及布根塔尔对如性的推崇，用佛陀涅槃来形容超越阶段的终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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