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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Rollo May（中譯本譯者：傅佩榮） 
出版日期：1994（中譯本日期：2001） 
出 版 社：W. W. Norton & Company（中譯本出版社：立緒） 

 

人類知道自己難免一死，但是我們對死亡有話要說。我們必須培養

面對死亡的勇氣，然而我們又必須反叛死亡，並與之爭鬥。創造的行動

源於反叛，創造力是對不朽的渴求。～《創造的勇氣》（1969） 

太陽升起時，每一滴晨露上都有上千萬片的草葉，每片草葉上也都

有露珠附著其上，在那個瞬間，萬物都有自己的永恆神話。人類之所以

能夠全心去愛，正因為我們是必朽的。～《哭喊神話》（1991） 

2000 年夏天，距離羅洛梅（Rollo May）過世已經六年了，我才第一次翻開他

在 1969 年初版的《創造的勇氣》。寫書的他那年剛滿六十，而讀書的我則正要開

始一趟尋找創造力的旅程。時序錯置，分外讓人著迷。 

我用自己做了一個實驗，帶著對創造力的好奇讀書、上課、觀察、體驗以及與

人互動，但是對時間、空間、對象、方法和發現完全不設限。這不僅是一個實驗，

也是我對自己之前追求效率和結果的生命經驗的全面反動。乍看這趟旅程像是一趟

漫無目的的漂流，但我並不相信「漫無目的」這回事，我認為旅途中每一個前進、

                                                   
*  本文作者為國立政治大學廣告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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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滯、倒退甚至迷失都是有意義的。五年後的現在，我的實驗已近尾聲，而回頭

看，羅洛梅竟然一直是我的羅盤和易經——不管我在旅途中遇見什麼，最後總是在

他的書裡找到繼續的方向和理想的解釋。 

創造的源頭 

在《創造的勇氣》裡，羅洛梅以「我這一生縈懷於心的，是有關『創造力』的

各種問題（P.9）」開場，但同為心理學家，他觀看創造力的角度是持平的，和心

理分析學派的被動說（心理動能源於身體需求）或人本學派的一派樂觀（心理動能

來自於自我實現或者美學這類更高階層的需求）都不同。 

羅洛梅主張創造力的根本是「原魔（daimonic）」，一股強大中立的能量，由

自身而來，是心靈運作的原動力。佛洛伊德借用拉丁語「原慾（libido；又時常譯

為「慾力」、「里比多」或「力必多」）」來描述這個心靈系統運轉的原動力，容

格認為佛洛伊德把原慾定義得太窄，且與拉丁語中原慾的原意—慾望、渴望與要

求—不完全相符。羅洛梅的看法和容格比較接近，主張原魔和社會倫理道德無涉，

也不是個人意識可以左右的。在《愛與意志》裡，羅洛梅指出「魔（daimon）」這

個字在古希臘時代具備多種面貌與曖昧性格，可橫跨天地兩界，亦神亦鬼。但是經

過疏通和引導，原魔可能成為創造的驅力。羅洛梅還引述「原魔」在拉丁文 

中的原意是「genii」，這個概念源於古羅馬宗教，與天才（genius）的字根相

同，意思是「守護之神」，負責掌管人類一生的命運，後來則轉指心智上的才能或

天賦。如果天才意味著創造和生產，那麼原魔就是個人內在創造生產的動能。 

其次，羅洛梅認為原魔是各種藝術形式創作者創作靈感的泉源，就某個角度來

看，藝術可被視為與深不可測的原魔達成協議的特殊方式，但當代社會只容許原魔

進駐藝術創作的世界，卻不鼓勵其他領域的創作者也接納這股能量，原因是原魔亦

正亦邪的本質就像兩面刃，疏通和引導原魔的經驗可能是打開的、也可能是毀滅

的，佛洛伊德就曾經說：「任何一個想和我一樣，去召喚那棲息在人類心中、半馴

服（half-tamed）的惡魔的人，都必須有這樣的心理準備：絕不可能在此趟探險中

保持毫髮無傷。」 

然而，羅洛梅指出人類越是想逃離，就越是難以逃離，當代的焦慮和孤寂感正

由此而生。在《愛與意志》裡，羅洛梅談到：「我們這個工業化的中產階級社會

裡，人們想要逃避原魔，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讓自己在人群中消失。我們和幾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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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同時在看電視裡有關謀殺與暴力的節目，或者我們從軍殺人，並且認為這麼做是

為了國家而非自己，這種一致性和匿名性，使我們從對自身原魔負責的重擔中跳脫

出來，卻也將原魔停留在非人性的狀態。」解決之道，還是勇敢轉身面對原魔。如

果我們疏導原魔，就會越來越有個人特色，但如果我們任其四處流竄，自己的面貌

便會越來越模糊。 

羅洛梅舉藝術家為例，「在完成創作之後，創作者大大地鬆了一口氣，比以前

更像人，但同時也受了重創。這是掙扎過後的傷痛，是瀕臨精神官能症或精神分裂

症發作的邊緣狀態。梵谷受過傷、尼采受過傷、齊克果受過傷，這是生活在高度意

識邊緣狀態這剃刀邊緣的創作者必然要面臨的危險。難道不正是人的創造性將人引

領到意識的邊境，並且推動他超越界線嗎？」在羅洛梅的觀點裡，藉著深化、拓展

意識，人一生最具創造性的任務即為把原魔統整到自我當中。 

創造的歷程 

當原魔被妥善疏導，創造性的心理狀態就會伴隨而生。羅洛梅在《人尋找自

己》裡面提到個人自我意識形成的四個階段與創造力的關係。第一個階段是嬰孩時

期自我意識尚未形成的「天真階段」，第二個階段是兒童或青少年時期竭力爭取自

由以確立自我感的「反抗階段」，第三個階段是成年人在一定程度上可以為自己的

成功或失敗、快樂或痛苦負責的「平衡階段」，第四個階段比較罕見，羅洛梅說

「在此階段，個人可能會突發性地、無中生有地對某個問題茅塞頓開」。這種頓悟

經常出現在科學、宗教或者藝術活動中，凡從事創造性工作的人都知道這種「靈機

一動」，也嚮往點子「冒」出來、念頭「迸現」或者被想法「打到」、「敲醒」、

「擊中」，這些語句描述的是一種創造性的經驗——某些觀念從知覺層次之下更深

的地方破繭而出，羅洛梅在《人尋找自己》裡稱之為「創造性的自我意識」，在

《創造的勇氣》裡則稱之為「洞見」。 

當洞見發生，羅洛梅形容「一個人的知覺變得更為銳利，感官經驗顯得高度集

中。與周遭事物的關係清澈透明，世界充滿活力，令人難以忘懷。」這個經驗跟其

他論述提及的狂喜（ecstasy）、高峰經驗（peak experience）和心流（flow）是類

似的。簡單地說，日常生活中，我們經由主觀經驗來體驗自己和觀察世界，但當處

於創造性的自我意識裡時，我們可以暫時逾越平時的界線，對於自己和世界產生一

種非常的、客觀的、超越的、瞬間的和擴大的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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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般 印 象 裡 ， 洞 見 是 可 遇 而 不 可 求 的 ， 《 阿 基 米 德 的 浴 缸 》 拆 解

「rompecabeza（洞察力謎題；語出西班牙文，專指那些提供突破性思考經驗的謎

題 ） 」 ， romper 是 動 詞 ， 意 思 是 「 打 破 」 ， cabeza 則 是 「 頭 」 的 意 思 ，

Rompecabeza 就是「打破頭」，生動地描述了解題者開始時毫無進展直到恍然大悟

破解謎題的經驗。Rompecabeza 恰好說明了創造性思考兩個折磨人的特徵——長期

探索與停滯不前。 

但羅洛梅提出一個對於洞見本身的洞見。在《創造的勇氣》裡，他講了一個數

學家潘卡雷的故事。潘卡雷花了十五天埋頭做工，每天工作幾個鐘頭，嘗試了各種

組合，但沒有任何結論，某天傍晚，他一反平常習慣喝了一杯濃咖啡，並且因此失

眠，沒想到腦袋裡許多觀念開始互相衝撞，最後各自成對鎖定，形成穩定的組合，

翌日清晨，富克式函數（Fuchsian functions）的一組集合就此誕生。潘卡雷回溯這

個產生洞見的過程：「當我們探討一個難題時，最初的進攻常是乏善可陳的。然

後，你休息一陣，或久或暫，再坐回去研究…接著靈光一閃，關鍵的念頭在心中浮

現。我們可以說，清醒的工作就因為曾經間斷，而變得更有成果，休息給心靈帶回

了它的活力予敏感。」 

羅洛梅認為洞見確實可能在我們鬆懈、玄思或者遊戲的時刻出現，但不能光靠

「放輕鬆些」或者「任由潛意識發展」，而是依循著一種模式出現的。洞見出現的

領域，必然是當事人專心致志、全力以赴的領域，羅洛梅說：「我們無法願意

（will）得到洞見、無法願意創造，但是我們可以願意以強度的專心與介入，投入

遭遇中。」如此一來，「當洞見闖入我們的意識時，是針對著我們一直設法以理性

在思考的東西；經由洞見展現的觀念或形式，其實是為了完成我在清醒知覺中一直

努力追求的那個未完成的『完型（Gestalt）』。」 

羅洛梅在《愛與意志》裡說：「沒有一個作家是為了已經找到了答案而寫作，

相反的，他寫，是因為自己內心有難解的問題，而亟欲找到答案。然而，這個答案

解決問題，而是作家藉著與問題的角力過程，將自己帶領到一個更深邃、更寬闊的

意識向度。」又說，「創作要求個人傾全力付出所有，喚醒他原本不知道自己擁有

的能力和意識層次。」對於羅洛梅來說，創作就是一種自我意識擴張、不斷超越的

過程。在這個意識與潛意識拉扯分工的過程裡，我們辨認出兩個角色：創造性的意

識和創造性的潛意識。 



羅洛梅密碼——背向市場的創意論述 

 ‧161‧

一、創造性的意識 

如果我不意欲（will）某事，那麼我永遠都不會對此事有所知；如果

我對某事一無所知，我對此事的意欲將不可能有任何內容。～羅洛梅 

儘管自剖創作的內在歷程非常困難，還是有些畫家、詩人、舞者願意嘗試揭開

創作之謎。畫家 Julian Levi 發現自己很容易被一些造型和圖樣感動，尤其是某種長

方形與阿拉伯紋飾，再往裡頭探索，Levi 說自己從小就特別喜歡大海，「我無法對

這份特殊的『鄉愁』追根究底，從童年開始，它就已經是我生命的一部份。」Levi

另外一個嗜好，就是觀察人的相貌，他說：「在描繪海岸時，我盡力收集對象的客

觀資料，結識當地的居民，逐步熟悉他們的日常活動，研究他們的漁獲工具、漁船

以及其他各式各樣的裝備。」為了畫海，Levi 甚至學習航行與捕魚的技術。他說：

「我並不強調這種客觀認知的重要性，不過它確實使我與對象之間的關係更緊

密。」儘管創作時常被視為一種意識之外的產物，有意識地在某些看似相關或不相

關的領域裡持續用功，往往可以豐富潛意識的工作。 

意識對於創造力還有一個貢獻，就是提供意圖（intention）。用羅洛梅的方式

來說，意識可以幫助創作者定志（commit），讓創作者用意欲（will）來完成一件

作品或一個發明。在《愛與意志》裡，羅洛梅提到啟蒙運動時代，意志和意向時常

被用來描述個體如何潛抑自身慾望，換言之，意志和意向變成否定潛意識的同義

字，但他指出「意向性（intentionality）」其實源自拉丁文 intendere，這個字包括

in 和 tendere 兩個部分，後者的字面意義是「伸展（stretch）」，因此，朝著某個

方向延展才是意向性的原來意涵。當我們定志做一件事，必定得付出相當程度的心

理能量維持意識的清晰和注意力的集中，羅洛梅指出，意向性根本就是正常焦慮的

建設性使用，如果我們對於自己行使的力量有所期待，才能往那個目的繼續邁進。

羅洛梅還把意向性分為兩種，第一種意志含有強迫性的成分在內，是非此即彼的決

定，比方說，即便我們可以立志閱讀、卻無法以意志理解。第二種意志才是創造的

意識，指的是一種置己身於整體中的體驗以及自發性的、並朝某個特定方向前進的

運動，一個全心全意投入這個運動的人，經驗到的是一種自發的、打開的、放鬆的

和充滿想像力的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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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創造性的潛意識 

我並不認為我跟其他的鋼琴家在處理音符的手法上有什麼太大的差

別。不過那些音符之間的停頓──唉呀，那才是真正技巧之所在。～

Artur Sachnabel 

莫札特在給友人的信裡輕鬆地說：「在我獨處，自我完全清醒，而且心情快活

輕鬆的時刻，例如乘著馬車旅行，或者在飽餐一頓美食之後出外散步，或是不能成

眠的夜晚，我的思緒在這類情況下最為順暢，也最為豐盛。」獨處和休閒可以讓潛

意識有個良好的醞釀平台，這個觀念在認知上很簡單，但是在實踐上卻很困難。 

希臘文的休閒（scholea）與英文的學校（school）源於相同字根。容格一再提

到嬉戲對於創作的必要性，「無論如何，每個深具創造力的個體，在一生最該感謝

的是他的想像，而想像的動態信條就是嬉戲，也是小孩的特徵，因而它看起來好像

跟嚴肅的工作信條不一致。」然而，雖然我們時常把休閒掛在嘴上，但我們還是用

各式各樣的活動填滿休息時間，羅洛梅解釋那是因為人類害怕孤獨，所以極少數人

願意忍受獨處，《生命的心流》也說在惰性和社會壓力下，人們往往分不清自己究

竟喜歡生活的那個部分，也分辨不出壓力與挫折來自何方，唯有當我們不再逃避，

不再遊蕩，不再用電影、電視和各種遊樂方式殺時間的時候，人才能把注意力轉回

自己，把時間用在自我開發的活動。 

羅洛梅在《創造的勇氣》提到人的心靈時常需要擺脫內在的控制，在幻想或白

日夢中鬆弛下來，以便讓那些不太熟悉的觀念可以自由浮現，這件工作明顯是耗時

的，他解釋：「必須要有足夠的時間，讓事情的意義逐漸滲透進理解中，要有時間

讓想像力開始運作，即便這段時間不是用來思考，至少也適用來體驗和產生期待。

這便是為什麼戀愛的人需要獨處，需要有時間四處遊蕩，這並不是為了試圖專心工

作，而是為了愛慾有時間醞釀。」而在這個耗時的過程裡，我們則必須不斷對抗自

己內在的質問：「我這樣是不是怠惰？」「我這樣是不是沒效率？」很多人在創作

之路上臨陣脫逃，傅佩榮在《創造的勇氣》的譯序這麼解釋：「雖然結局看似美

好，而過程則充滿了痛苦與煎熬。何以如此？因為走到最後一步之前，對虛無的焦

慮是揮之不去的陰影。」這種時刻正是一個人對焦慮最沒有抵抗力的時刻。羅洛梅

說：「我相信許多人從來不從意識到自己最具創造力的想法，只因為他們的靈感早

在浮出到意識表層之前，就被橫亙在前的焦慮所攔截了。」解決之道，唯有直視創

作的困境，傅佩榮在《創造的勇氣》譯序裡說：「人生的本質就是處於『張力』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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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張狀態中，進而由此不斷創新。避開張力，無異於放棄創新，也無異於遺忘人的

存在特質。」 

創造的反調 

這是一個高唱創意的時代。 

聯合國教科文組織理事長 Federico Mayor 在第三十屆年會裡強調「創造力是人

類之所以凌駕於萬物的關鍵，也是我們的希望之所在。」西元兩千年，美國心理學

會出版的主流學術期刊 American Psychologist 以「創造力」為題做了一期專輯，創

造力研究中心和以創意為名的科系陸續成立，相關書籍不斷出版，國家級和私人基

金會也爭相贊助各種相關研究。同年，新加坡新聞與藝術部提出「文藝復興城報告

（Renaissance City Report）」，企圖從軟體著手，把新加坡打造成一座強調創新、

多元學習以及充滿文化活力的文藝復興城。 

2002 年，教育部發表了創造力教育白皮書，以打造「創造力國度（Republic of 

Creativity）」為願景。國科會科教處持續推動「科技創造力」系列計畫，文建會大

力宣導「文化創意產業」，工業局正在籌備「創意設計產業」和「全民創新運

動」。在網路上，像「『創新』與『創造力』是未來知識經濟時代劇烈競爭中的關

鍵指標。」、「產、官、學、研與民間正齊心努力，期望搭建可供全民盡情演出的

創造力舞台。」這類的宣導和宣示文字到處可見。 

但這一片欣欣向榮卻讓我忍不住想唱反調——我擔憂在這個向來重效率、看結

果、論業績的社會裡，創意的緩慢、艱困、複雜、黑暗和對抗漸漸地不被看見，到

頭來，創意淪為一個用過即拋的漂亮口號，卻沒有在這幾年民間和國家共同的努力

下沈澱、紮根。前一陣子，教育部為了展望未來四年的創造力教育舉辦了一連串策

略發展會議，與會人士卯足勁提出各種獎的設置和評估標準，但在我看來，我們的

創造力才剛開始播種，與其忙著收割，更需要時間耐著性子繼續拓展可能、容許錯

誤、鼓勵實驗。 

今年三月，我做了一個夢。在夢裡，一群人被徵召，要完成一個類似電影「不

可能的任務」那樣的任務。飛機起跑、加速、離開地面，一切都那麼細膩逼真。機

頭拉起，那是一座現代西方城市的上空，飛機始終距離地面很近，約莫五百公尺左

右，空氣乾淨，周遭的風景好清楚。離開城市，漸漸飛入雪鄉，樹上都是雪，大地

也是。我們到了。夢跳掉，我在吃飯，在一位當地老太太家裡。我是人類學者，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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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做田野調查。碗裡的飯怪怪的，菜也不好吃，我想，做個人類學家真難啊。走到

後面添飯，打開大鍋蓋，裡面是一堆人骨飯，頭骨、腿骨我比較認得，其他的就不

認得了。骨頭是深赭色的，像被烤過，周圍的飯粒則是咖啡色的。我彷彿知道飯是

這麼燒出來的，但親眼看見人骨還是有點反胃，我用飯杓翻揀，想挑出一些沒有沾

到顏色的白飯，但翻來翻去，總翻不到一小塊白色的飯堆，於是放棄了，想說，當

個人類學家真難啊。 

這個夢帶給我的啟示之一，就是寫書評真難啊。我知道羅洛梅對我的意義，但

我不知道他對這個社會的意義。我在 Google 繁體中文版裡胡亂搜尋，「創造力」

大約有五萬四千多頁的資料，「文化創意產業」也有三萬五千多頁，我鍵入「羅洛

梅」，結果是 63 頁，所以如果真的有《羅洛梅密碼》這本書，既不會暢銷，更不

可能改編成電影行銷全球，羅洛梅把創造力說得太冷門、太複雜、太抽象，完全沒

有市場價值。從書面到書背，從最初一本到最後一本，羅洛梅始終被當作當代重要

的存在心理學家，但對我而言，他是一位創造力學者，因為他對創造力充滿洞見，

因為他不同意創造是光明的、快速的和容易的，因為他花了一輩子埋頭研究和創

作，卻只悟出了生命始於創造而終於愛的小小道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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