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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閱讀與習慣領域的拓展 

-以哈姆雷特為例 

黃美鈴1 

摘要 

戲劇往往表現各種不同的人生思維，透過作品的解讀，可以獲致超越時代，

屬於永恆的人性掙扎，與信念的追索。「人生如戲，戲如人生」，戲劇取材自人

生，特別是經典的戲劇具有洞察人性的普遍性。偉大的劇作家擁有敏銳的感受力

與觀察力，透過作品，表達作者內在的精神世界，傳遞偉大的生命經驗。因此，

偉大的作品都有非常深廣的洞察，超出一般人的習慣領域，對讀者帶來深刻的生

命感動，讀者的生命深度、廣度、厚度，因而得以拓展，更能理解人生的處境、

瞭解宇宙萬物的精微奧妙，得以突破常人的習慣領域。本文將以哈姆雷特為例，

分析王子的困境與內在心理掙扎，呈現哈姆雷特內心的豐富性、深邃性和神秘

性。並嘗試從習慣領域的角度，解析其思惟與行為，以說明為何經典作品可以萬

古常新。讀者與偉大的經典相遇，人的潛在領域被開拓，往更細膩、更寬廣、更

深邃的境地邁進，自我舊的習慣領域被突破，在與偉大心靈交會的同時，如同找

到生命的纜繩，讓自己也可以接近生命的偉大，也逐步邁向理想的習慣領域。 

關鍵字: 經典閱讀、哈姆雷特、習慣領域、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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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ing Classic and the Expansion of Habitual Domain 

- take Hamlet as an example 

Mei-Ling Huang* 

Abstract 

Dramas always perform various thoughts of human life. Through interpretation 
of works, people can realize permanent struggles of humanity as well as the pursuit of 
faith. It goes that “Life is like a dram, as drama like life.” Dramas obtain materials 
from human life, especially those classical ones which have insight into the 
universality of humanity. Great dramatists have keen feeling and observation. They 
express their inherent spirit and their great living experiences through their works. 
Therefore, all great works have wide and deep perspicacity which is beyond general 
people’s habitual domain. This makes readers profoundly moved toward life, and 
expands the depth and width of readers’ life. Thus readers comprehend more about the 
situation of life and the secret of all things on earth, so they can break through the 
normal habitual domain. 

This essay takes Hamlet as an example, representing the abundance, depth and 
mysteries in Hamlet’s heart by analyzing his dilemmas and mental struggles. Still, this 
essay also analyzes the prince’s thoughts and behaviors through the aspect of habitual 
domain to interpret the reason why classic can be permanently new. 

Meeting with great classic, readers’ potential domain is expanded toward a 
situation which is wider, deeper and minuter,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y can break 
through their own old habitual domain. While people meet with great minds, they can 
approach the greatness of life and gradually advance themselves on ideal habitual 
domain. 

Key words: Reading classic, Hamlet, Habitual Domain, Dr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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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莎士比亞是歐洲文藝復興時期最著名的劇作家，《哈姆雷特》則是莎士比亞

戲劇中最著名的四大悲劇之一，問世以來一直廣受觀眾、讀者的歡迎與批評家的

重視。一八七七年以來，歐洲平均每隔十二天就有一篇研究《哈》劇的論作問世，

歷久不衰。研究《哈》劇的論文、專著疊加起來，其篇幅已經千百倍超過劇本本

身（徐葆耕，2003）。除了聖經以外，它是世界上流傳最廣、譯本最多，發行量

最大的文學作品（胡耀恆，2000）。 

莎劇的評論家幾乎一致認為哈姆雷特王子具有善於思考，善於探索的特質，

他複雜、深邃的內心世界，更使他成為西方文學中的藝術典型。俄國作家屠格涅

夫就曾分析歐洲文學中足以表現人類性格的兩大典型形象，就是唐吉訶德和哈姆

雷特。前者是衝動、熱烈乃至瘋狂的，他總是不假思索，奮勇直前 ;後者則是理

智、沉思、計畫周到、認識透切的，然而卻總難以付諸行動。可見哈姆雷特的思

維與行為模式，具有典型意義。習慣領域學說從腦與心、行為和決策間的關聯，

找尋改變人類行為的新生力量，是一套具有系統的心靈改革軟體。本文將嘗試以

習慣領域學說，特別是討論大腦與心意運作的八種構想，來分析哈姆雷特的思

維、行為與決策。期望能藉此更豐富地呈現具有典型意義的哈姆雷特的思維與行

為模式。 

《哈姆雷特》書寫一個原本青春洋溢的快樂丹麥王子，如何經歷現實與理想

的糾葛、幻滅，他的父王被殺，兇手是叔叔，並竊國登基且和母親結婚，父王的

亡靈，要他去報仇。這個處境堪憐的王子將如何面對國仇家仇與父仇？身為才德

兼備的高貴王子，他的困境是，他不單只是要復仇，還要將復仇與改造國運的責

任結合。然而他的對手又是權傾天下的國王，使他背負生命中無法承受的重。本

文將分析王子的困境與內在心理掙扎，呈現哈姆雷特內心的豐富性、深邃性和神

秘性。並嘗試從習慣領域的角度，解析其性格與抉擇。 

一千個觀眾就有一千個哈姆雷特，一千個讀者就有一千個哈姆雷特。正因為

如此，各種分析詮釋，意見紛紜，莫衷一是。本文將探討哈姆雷特遭逢接連的人

生變故後，使他陷入無止境的痛苦思索中。王子承受了無比的壓力，他廣闊、複

雜的內心世界與多重性格的呈現，正是本文關注的焦點。 

2. 青春洋溢的快樂王子 

2.1. 迷人的王子 

《哈姆雷特》這個劇本裡，最讓讀者著迷的人物，應該非哈姆雷特莫屬。他

秉性優美、道德高尚，學識淵博，他熱愛生活，有敏銳的頭腦、高貴的出身，對

愛情、友情、人生都有純潔、美好的希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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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大學生的王子，我們看到他對大自然發出由衷的贊美。在他看來，天地

自然是美好，他說「這氤氳清明的天幕，你們瞧，這覆蓋大地的光輝燦爛的蒼穹，

這鑲崁著金色火球的莊嚴的天頂。」
2 ( 2幕，2景，309行 )他不但懂得頌讚大自

然的美，對人類也做出高度評價:「人是多麼了不起的一件傑作啊 ! 理性是多麼

高貴，發揮不完的才能和智慧；儀表和舉止又多麼動人，多麼優雅！行動就像天

使，明察秋毫，多像個天神，宇宙的精英，萬物之靈。」(2幕，2景，311-314行)
他把人的智慧提高到與神同等的地位，對大自然和人類都懷著熱切美好的看法。

從他的女友奧菲麗雅口中，我們得知王子在人們心中是何等完美、高貴。「是朝

廷大臣的眼光，學者的口才，是軍人的劍術，國家的精華和期望，是名流的鏡子，

舉止風度的模範，舉世矚目的中心…」(3幕，1景，153-156行)政治、軍事、才藝、

品格樣樣出眾，一個才華橫溢的王子。挪威王子福丁布拉在悲劇結束時說：「假

使他登基為王，必定是個蓋世的英主。」哈姆雷特的思想與品格閃耀著人文的光

輝，可說集各種美德於一身。 

2.2. 習慣領域解析 

習慣領域是指我們腦海裡所有記憶、觀念、想法、思考模式和行為模式的綜

合，相當於我們的人性軟體（游伯龍，1998，頁 23）3。   

我們的記憶、觀念、想法、做法、判斷、反應(統稱為念頭和思路)雖然是動

態的，但經過一段時間以後，會漸漸地穩定下來，而停在一個固定的範圍內。這

念頭和思路的綜合範圍，包括它們的動態和組織，就是我們的習慣領域（游伯龍，

1998，頁81）。 

從劇本中我們看到哈姆雷特有非常豐富的習慣領域，做為一個知識份子，他

見多識廣，充滿睿智，品味高尚，具有藝術的欣賞能力。又精通劍術，可謂允文

允武，才華橫溢。「想法、概念和訊息是用腦細胞明暗的電網變化來表示。使用

越多，電網越多、越強，也越容易取出來使用，而占有我們的注意力。」且「正

常人對想法、概念和訊息，有無限的編譯和儲存的能力。」（游伯龍，1998，頁

187，189）可以想見哈姆雷特正面的電網非常強，非常多。因此劇本中他回憶過

去的生活景況時，都是無限美好。他形容自己的生活世界像花朵盛開的園子，父

親是天神的化身，母親溫婉賢慧，他總是熱烈的歌頌大自然與人類。他平易近人，

不會居高自傲。對屬下沒有架子，能欣賞別人的美德才幹，與人平等相待，互敬

互重。他可說是天之驕子，前程似錦，在父母愛的庇護中，他將成為丹麥國王，

一切似乎都那麼圓滿，值得期待。 

                                                 
2方平（2000）。哈姆萊特（頁 89）。台北市：木馬文化。本文中哈姆雷特的譯文，以本書為依據。  
3游伯龍（1998）整合心理學、腦神經科學、解剖學，以及系統工程，管理科學、數學…等，創立蜚聲

國際的習慣領域學說，倡導從腦與心、行為和決策間的關聯，找尋改變人類行為的新生力量，成為具

有系統的心靈改革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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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理想的幻滅 

3.1. 夢想的落空 

在父王去世之前，哈姆雷特是一快樂的王子，人生充滿了美夢與幻想。誰會

料想到他留學德國，驚傳父親暴死，母親旋即嫁給叔叔，且王位被叔叔篡奪。這

一切猶如晴天霹靂，美好的夢想粉碎了，連續遭逢這麼大打擊的王子，不禁深深

的感嘆自己母親的無情： 

短短一個月，她哭得像淚人兒一般，給我那可憐的父親去送葬，她腳下穿的

那雙鞋還一點沒穿舊呢－－哎喲，她就－－老天呀，哪怕無知的畜生，也不會這

麼快就忘了悲痛－－她就嫁給了我的叔父－我父親的兄弟，可是跟我父親天差地

遠，--- ------無恥啊，迫不及待 ! 急匆匆地，一下子鑽進了亂倫的被子 !（1幕，

2景， 154-165行） 

父親在時，多麼的疼惜母后－不許天風吹痛了她的嫩臉蛋，(1 幕，2 景，148
行)因此他把母親的改嫁，視為對「太陽神」般父親的背叛，並把這種情緒，推

而擴及全面。於是，母親的淫慾，是可惡的，女性也都是墮落的，女性形象破滅

了。他以偏概全的感嘆道:「脆弱啊，你的名字就叫女人！」（1 幕，2 景，153
行）此外，他的昔日同學也充當新王的眼線，在偵察他；心愛的女友，聽從父兄

的擺佈，疏遠他。他的處境這麼孤立無援，所有的夢想都破碎了。天地之大，竟

無他可以依託之處。理想幻滅、道德幻滅，以前他所相信的信念全數崩盤，他看

到的世界全然風雲變色。 

在我看來，人世的一切多麼地無聊，多麼地腐敗乏味，一無是處啊 !呸，去

他的，這是個荒廢了的花園，一片的冷落，那亂長的荊棘和野草，佔滿了整個園

地。（1幕，2景，138-142行） 

他痛苦地感覺，一切都變了，青春不復，「丹麥是一座監獄 」，「好一座大監

獄 ，裡面有許許多多禁閉室、牢房、地牢， 丹麥是其中最糟的一個了。」（2
幕，2 景，254-255 行）親情、友情、愛情，所有人生中最珍貴的情感與倫理，

全都淪喪了，人生如此乏味。生命還有什麼可以留戀？所以他想到死亡： 

唉 ! 但願這一副、這一副臭皮囊融化了，消散了，化解成一滴露水吧 !又
但願永恆的天意並沒有定下了嚴禁自殺的戒律。（1幕，2景，134-137行） 

萬念俱灰的他，難以承受這麼急劇複雜的變化，頓覺人生無味，甚至掙扎於

生與死的邊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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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習慣領域解析 

哈姆雷特王子他從異鄉歸來，所有外來訊息都是負面的，突來的人生變故，

讓他彷彿失去了一切。他性格本來是快樂的，又受人民愛戴，是國家的未來的期

望和花朵。遭逢巨變後，王子究竟要如何面對？ 

人人有理想目標的建立及隨時評估情況的能力。為生存或生活的目標確立一

個理想值，我們稱這個過程為目標建立。在目標執行中，大腦不斷地比較目標的

感認值(實際情況)與目標的理想值(理想境界)中間的偏差，這個過程稱為情況評

估（游伯龍，1998，頁207）。 

他的理想目標已經徹底失落了，精神上產生逆轉，如果母親這麼快就能忘卻

英明百般疼惜她的丈夫，那愛情怎麼能相信?他失去原有的憑藉，開始對自我、

對人生、對生命的信念與理想產生質疑。哈姆雷特曾為自己「生存或生活的目標

確立一個理想值」，現在已然幻滅，他不斷的苦思冥想:下一步該怎麼做。 

4. 復仇到裝瘋 

4.1. 重整乾坤的使命 

異國求學的王子，風雲突變，又得到父王鬼魂的昭示:他是被兄弟克勞迪斯

用毒藥害死，並且交待他要復仇。他獨自承受國仇、家仇與父仇。艱辛、孤絕的

肩負起這重大使命，但因有這使命，也使他熱血沸騰 。 

假使哈姆雷特是一個關注現實利益的人，他應當能滿足於所擁有的一切，因

為他叔叔親自承諾，他將會接掌王位4，一切榮華富貴他都能享有。可是哈姆雷

特卻是個執著於服膺最高道德準則的人。他所求的不是現實的榮耀與享受，而是

真理的追求。如果國家的統治者是個謀殺者，國家機器的道德機制也將淪喪。喪

失正義公理的社會，這不僅是政治危機，也是舉國的危機（顏元叔，1996，頁

282-283）。作為王子，他已把個人的復仇同整個社會聯繫起來，他具有高度的責

任心，但是他所挑戰的對象，是最有權威的當今國王，必然感覺千萬難。 

作為丹麥王子，哈姆雷特要實現的的絕非僅是個人復仇，而是為舉國除惡濟

世的問題，這是一個關係到國家命運的重大問題。他喟然長嘆:「時代整個兒脫

節了，唉，真倒楣，偏要我把重整乾坤的擔子挑起來。不，來吧，咱們一塊兒走。 」
（1 幕，5 景，205-207 行）他說要負起「重整乾坤的責任 」，意在掃除人間邪惡。

由於對手是當今國王，權大勢大，宮廷裡到處都是耳目，他的任務非常艱鉅。為

了計畫能成功，必須採取迂迴手段，所以他選擇瘋癲。他的瘋癲是裝出來，裝瘋

                                                 
4 國王克勞迪斯對哈姆雷特說:「我要讓全天下都知道:你，是我王位最直接的繼承人。」（1 幕，2 景，

113-114 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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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種掩飾，以便迷惑對手，偵查真相，以實現復仇的目的。 

4.2. 習慣領域解析 

哈姆雷特具有敏銳易感的心性，又是一個理想主義者，當他面對人生風暴，

陷入宮廷鬥爭，又形單影隻，沒有可以一起打拼的黨羽。於是現實就愈發顯得殘

酷，似乎所有有價值的東西都被毀滅了。於是哈姆雷特的思維幾乎都變成負面思

維，他否定生命的意義，否定一切人（顏元叔，1996，頁 305），包括他自己、

母親、女友，叔叔是如此奸詐狡猾，世上已經沒有任何讓他振奮的人事物!他感

到生活各方面充滿不公道 : 人的尊嚴真善美都遭踐踏，這是個價值顛倒混亂的

時代，所以他的精神陷入極度危機，伴隨的只有憂鬱與絕望。 

當理想和現況有不利的偏差時，我們的內心便會產生壓力，由各事物與目

標、產生的壓力總體叫「壓力結構」。壓力結構是隨時隨境而變的。哪一件事對

壓力結構的影響最大，那個事件便取得我們的注意力的調度（游伯龍，1998，頁

214）。 

現在快樂王子變成憂鬱王子，他敏銳地意識到自己面臨的另一種責任是丹麥

國運的重整，這是他責無旁貸的歷史使命。 

心理壓力是所有動力來源的前身。沒有壓力，我們產生不出動力。壓力產生

之來源是因理想目標與現狀有了相當不利的落差。給自己許下宏願，使目標與現

狀產生壓力和動力，我們的宏願就得以實現。因此宏願有多大，實現就有多大（游

伯龍，1998，頁218）。 

哈姆雷特面對國王的巧詐，朝臣的趨炎附勢，身邊的人，又是非不明，勢單

力孤的他，何以仍立下宏願去重整國家乾坤，因為這是外在的壓力，更助長了他

復仇與「洗滌乾坤」結合在一起的宏願。他在困境中，不單是要復仇，還要將復

仇與改造國家社會的責任結合，但敵眾我寡，猶如背負生命中無法承受的重。但

因為他立下「重整乾坤的責任」，為此也就義無反顧了。 

5. 在生與死掙扎中的哈姆雷特 

5.1. To Be or Not to Be 

 哈姆雷特擁有哲學的心靈，也具有文學心靈，同時是一個理想主義者，生

命中的痛苦，給了他思考的材料。他的許多獨白，透露出他的內心狀態。哈姆雷

特在劇中第三幕第一景留下了經典獨白「活著好，還是一死了之好，這是個難題

啊！」（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在父仇真相難明的狀態下，哈姆

雷特對生命與人性失望、絕望，而新的價值信念，又難以確立。哈姆雷特的精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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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是徬徨無依恃的，他的心被痛苦扯裂著，透過這段獨白將深藏內心的掙扎清

晰的呈現。 

「活著好，還是一死了之好，這是個難題啊！」生存還是毀滅，這一段著名

的獨白吐露了他這種極端苦悶的心情: 

論氣魄，哪一種更高超呢 ?－－忍受命運的肆虐，任憑它投射來飛箭流石 ; 
還是面對無邊的苦海，敢挺身而起，用反抗去掃除煩惱。------誰甘心忍受這人世

的鞭撻和嘲弄，受權勢的壓迫，看高高在上者的眼色，挨真情被糟蹋的痛苦，法

庭的拖延，衙門的橫暴，忍氣吞聲還免不了，挨作威作福的小人狠狠地踢一腳 ? 
(3幕，1景，57-60行；70-74行) 

他雖然想「重整乾坤」，但外在的惡勢力那麼強大，他又如此孤軍奮戰。究

竟是忍氣吞聲默默的接受事實，還是挺身反抗呢？他內在有強烈的爭辯聲音。這

種內心頑強的衝突，一直持續著，這段獨白，表現他對生的無奈與厭棄，揭示他

內心的矛盾與痛苦。「To be or not to be」一句話道出生命面臨的重大抉擇，要做

或不做，要行動或不行動，對哈姆雷特而言都是很難的決定。因為反抗得付出很

高的代價，甚至犧牲生命。反之，則是默默承受狂暴命運的摧折，忍辱偷生。生

與死之間的抉擇，正是哈姆雷特所面臨的問題。 

哈姆雷特是個熱愛國家、熱愛榮譽、嚮往理想，服膺絕對道德的人，他沒

有馬上報仇，一再猶豫是因為考慮:「何時才是最好的時機」。身為才德兼備的高

貴王子，以他的教養與性格，不可能像劇中的萊阿提斯那樣，用衝動與熱血，將

憤怒立即化為魯莽的行動，為父親尋仇5。哈姆雷特的對手是權傾天下的國王，

任務實難以完成，生命找不到出口，壓力尋不著宣洩管道，使他在行動上猶豫徬

徨，並陷入無止境的思考，在精神上和心理上幾乎瀕臨崩潰的邊緣。  

經歷了父死母嫁的變故，哈姆雷特越來越由對外界的反應，轉成內在自我的

思索。他一再的痛罵自己，對自己不斷作出無情、尖刻的批判。他說:  

可是我－－一個傻瓜蛋，糊塗蟲，垂頭喪氣，只知道做夢，想不到殺父的大

仇，一聲都不哼－－哪怕是一國之君給萬惡的黑手奪去了大好江山，連同他最寶

貴的生命 ! 

我是個懦夫嗎 ? 誰罵我惡棍，一棍子打破了我腦殼，一把拔下我鬍子，衝

著我臉上吹;誰擰我的鼻子，當面指控我撒下了彌天大謊一一是誰這樣地糟蹋

我 ? 

                                                 
5哈姆雷特女友，奧菲麗雅的父親波龍尼，遭哈姆雷特誤殺。其子萊阿提斯由法國回國，聚集群眾闖入

皇宮，企圖為父報仇。顯見萊阿提斯血氣方剛，魯莽衝動的性格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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哩 !媽的!活該我挨罵受欺 ! 難道說我不是一個膽小如鼠的膿包嗎 ?只知道

逆來順受，要不然，我早就拿這個奴才的一身臭肉去餵飽滿天的餓鷹了。血腥的，

荒淫的奸賊!狠心，奸詐，淫蕩，沒人性的奸賊 ! 仇要報，恨要雪 ! 

唉!我真是頭蠢驢 ! 我好不「威風」啊 ! －－ 親愛的父親給謀殺了，鬼神

都在召喚做兒子的去報仇，偏是我，像婊子一般用空話發牢騷，學咒天罵地的潑

婦。奴才 ! 呸 ! 哼 !開動吧，我的腦子。（2幕，2景，575-598行） 

這段話罵自己的話，罵的震爍古今。他罵自己是「傻瓜蛋，糊塗蟲」、「懦夫」、

「膽小如鼠的膿包」、「奴才」、「蠢驢」、「婊子」、「潑婦」。我們幾乎很難在文學

經典中看到主人翁對自我的抨擊如此辛辣，罵自己罵的那麼徹底，如此更能看出

他心中的翻騰是何等巨大。理想、美夢已然幻滅，他時而堅強勇敢，時而軟弱怯

懦。卻因復仇責任艱鉅，使他陷入悲觀憂鬱、猶豫不決的精神狀態，所以才會在

行動上一再延宕，一直為此而深深譴責自己。 有一次國王克勞迪斯單獨跪在宮

廷內小教堂祈禱，哈姆雷特本來有機會殺他，但他放棄了，這幕戲有一段很精采

的獨白： 

（躡步走近國王身後，悄聲）。報仇的機會到了----他正在祈禱呢。 我正好

下手，把他送上天吧。（抽出佩劍），這就算報了我的仇？（劍舉起又落下）那

還得斟酌。一個惡棍殺了我父親，為了這，我，父親的獨生子，卻把那惡棍送上

了天。這是以德報怨了，可不是報仇。………只怕是他一身孽債好重阿。那麼，

這算是報仇？正當他洗滌靈魂，我這時下手他正好輕裝上陣，去天國的路。不行。

（收劍入鞘）收起吧，我的劍，守著一個時辰，只等他喝得爛醉，他暴跳如雷，

正當他在床上翻滾，縱慾亂倫，在賭博，賭神罰咒 ; 在幹什麼勾當，讓他別指

望還會有得救的希望。我趁機扳倒他，好叫他兩腳朝天，亂踢亂瞪，好叫他漆黑

的靈魂直滾進地獄。（3幕，3景，71-78行，84-94行） 

這時只要一劍刺過去，就報了仇，可是在哈姆雷特的認知裡，殺死正在祈禱

懺悔的人，他的靈魂是會上天堂的。懺悔的人會被上帝原諒，這樣反而把國王的

靈魂送上天堂，不算報仇。要等將來他縱慾、酒醉，或任何不合上天拯救靈魂的

時刻，才處置他，讓他的身體、靈魂都進地獄。此刻他不殺國王，不是優柔寡斷，

而是有更理智、不逞一時之快的思維，由此可見他復仇的心何等殷切。 

哈姆雷特四百年來魅力銳不可當，除了他複雜多變的迷人性格外，他動人的

對白及獨白，更使他擄獲無數廣大讀者的心。藉由他的語言，引領讀者進入那深

層糾結的廣袤內心世界。 

5.2. 習慣領域解析 

一個未來無限美好，前程人人稱羨的王子，在青春年少的美好時刻，生命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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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情的現實所摧折。他不單要復仇，要將復仇與振興國運連結，但敵眾我寡、眾

叛親離，他變得非常無助與猶豫，他不止息的自我反省、自我剖析、甚至自我批

判。他一再運用「有效重新結構的構想」（游伯龍，1998，頁 183，194）6，想找

出一條合宜的路，但談何容易，在掙扎痛苦中，他甚至想到死亡: 

死了－－睡熟了，就這麼回事 ; 睡熟了，如果可以 : 就一了百了－－了卻

心頭的創痛，千百種逃不了的人生的苦惱，那真是求之不得的解脫啊。死了－－

睡熟了 。（3幕，1景，62-64行） 

生雖痛苦，但死後又是一個未知的世界，未必能作為逃避之所。哈姆雷特用

「類推聯想的構想」（游伯龍，1998，頁 183，201）7感到活著要忍受那麼多痛苦，

但死後未知的世界也是可怕的。他說: 

要不是害怕人死後不知會怎麼樣;害怕那只見有人去，不見有人回的神秘的

冥府-----才把意志癱瘓了:寧可受眼前的氣，切身的痛苦，卻死活不肯向未知的苦

難投奔。正是這顧前思後，使人失去了剛強;就這樣，男子漢果斷的本色蒙上了

顧慮重重的病態，灰暗的陰影。（3幕，1景，78-85行） 

死後的神秘世界，讓他躊躇、恐懼，無法從容就死，於是憂鬱支配了他的全

部心靈。生死的思索，使他內心有著無盡的矛盾。哈姆雷特的心緒如此複雜紛亂，

思維又如此深刻。使得這齣復仇劇深化為心理劇。 

6. 王子的內在心理轉變歷程 

6.1. 從意志到命運 

決心為父報仇和重整國運的哈姆雷特選擇裝瘋，他預感家庭變故中，有不可

告人的陰謀，他抓住時機，請戲班子演員來演出叔父謀殺父親的過程，顯示哈姆

雷特縝密的心思與洞悉人性的敏銳。「戲中戲」中情節大至如鬼魂所述，果然國

王看戲的時候，受極大震撼，坐立難安，劇沒看完就憤然離去，間接證明了他的

罪行。之後王子誤殺女友父親波龍尼後，被國王放逐英國，並欲加害於他，哈姆

雷特把處決他的國書更改內容，並與海盜打交道，靠著自身英勇聰穎逃過一劫，

又神奇地返回丹麥。但這時他已感嘆「哎，就連這也都是老天安排。」他對任何

事已不再強求，一切順其自然。回來後他對好友霍拉旭說： 

我什麼也不顧了---------這不顧一切來得好 ;要知道，有時候冒失反而成了

                                                 
6游伯龍提出四個構想來敘述大腦基本運作－它會隨時地、有效地重新結構:「隨著注意力的調度，大腦

有效地重新結構組合我們的思想、概念和訊息，使有關的訊息能有效地被提出使用。」 
7游伯龍提出四個構想來敘述大腦基本運作－它解釋訊息的基本方法（類推聯想）:「當新事物到達時，

大腦先依其特徵、屬性與既存的記憶建立關係﹔關係建立後，所有舊的記憶便會自動地被用來解說新

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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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而思前顧後卻一無作為。可見得 我們只管去盤算，結局怎麼樣，卻自有天

意在安排。 (5幕，2景，5-10行) 

哈姆雷特從這趟英國行中得到啟示，他不再用個人的意志去掙扎，而願聽從

天命，因為「哪怕一隻麻雀掉下來，這裡也有天意。」(5 幕，2 景，207 行)未來

的未知數，只能交給冥冥天意去安排，自己無力左右未來那個大變數，戲劇的結

尾他也是在偶發的情況下，報了仇。 

6.2. 習慣領域解析 

王子在理想與現實激烈衝突環境裡，主客觀因素使他復仇不能一蹴而就，步

履維艱，他從英國歸來海上死裡逃生，使他開始相信冥冥之中一切自有安排，他

對好友霍拉旭說 :  

預兆有什麼好怕的? 怕一隻麻雀掉下來，這裡也有天意。注定在眼前，就不

會挨到將來。注定挨不過明天，那就該是今天。逃過了今天，可逃不過將來。坦

然處之就是了。既然一個人對他身後之事一無所知，那麼早些晚些離開人世，又

有什麼關係呢，隨它去吧。(5幕，2景，207-212行) 

哈姆雷的復仇行動在此有一極大的心理轉變，他運用「解除壓力：最小阻力

原則」裡的「退卻合理化」原則（游伯龍，1998，頁 219）。 

既然理想值達不到，就把它降低下來，並加以合理化。雖然經過退卻合理化

壓力馬上就解除了，但因壓力解除就不能造成動力，故也不能達成工作。當人們

缺乏信心時，常會採用退卻合理化來解除壓力（游伯龍，1998，頁221）。 

哈姆雷特此時已經願意聽天由命，雖然他從未放棄盡其在我。他認為當人盡

了一切努力之後，只能交由天意的安排，知道人力的有限，才是人生的真相。 

7. 小結 

《哈姆雷特》一劇，的確扣人心弦，這樣一個故事，本身的戲劇性就引人入

勝。表面看來，煽色血腥作品的主要成份幾乎一應俱全：鬼魂、謀殺、懸疑、政

治、亂倫、情愛、復仇、間諜、瘋癲、武打……。而在更深層處，它所探討的人

生種種──生與死、善與惡、真與假、復仇與寬恕、天命與人力──又都是亙古以

來哲人企圖尋求答案的問題（彭鏡禧，1998）。 

從一開始，國王暴斃、弟弟繼位、皇后改嫁、王子歸國等事件就具有十足的

戲劇張力；這些事件又涉及人世不義，王位篡奪，倫理關係被破壞等問題，我們

觀看此劇就看到了政治、社會、心理、道德諸多層面的糾葛。它的深廣度、震撼

度與複雜度，加上莎翁獨創機杼的表現手法，堪稱經典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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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身陷困境、自我厭棄，悲觀憂鬱，行動力不足的消極人物，為什麼能激

起千萬讀者巨大的情感共鳴呢？也許我們每個人身上都曾有他的影子，比起復仇

劇的主題，夢想的幻滅與失落，應該是我們每個人在人生中都曾經歷過的痛苦。

哈姆雷特最迷人之處在於他複雜、豐富、深邃、多元的內心世界。我們從劇本閱

讀中和他一起走過無數內在歷程，對人性、愛情與命運，都有深刻反省。莎士比

亞將這齣復仇劇提昇成對整個生命與人生的普遍觀照。一個內省型、勇於思考，

不斷對自我、人生做哲理性反省的哈姆雷特形象，於是躍然紙上。  

文學作品傳承著人類最深刻，最豐富的情感，這種共相的體認，往往可以反

映深層的人性與生命觀，本文由習慣領域學說進一步分析劇本中人物的思維與行

為。我們深被感染的是，王子複雜而深邃的思考脈絡，其內心世界就是一個宇宙，

莎士比亞以天才之筆為讀者呈現這個宇宙。當讀者進入哈姆雷特的內心世界時，

就好像進入一個無限豐富壯麗的宇宙。劇作與 HD 理論兩者取徑不同，但多有暗

合之處。劇作家的生活體驗與銳利、深刻的觀察，與習慣領域學說從腦與心、行

為與決策的關係，深刻體悟人性後的系統論述，兩者若合符節。透過 HD 人性軟

體的分析解讀，也更看清楚文本中隱涵的深意。莎翁筆下性格複雜，撲朔迷離，

深具魅力的悲劇王子：「說不盡的哈姆雷特」，因此更加撼人心弦。 

8. 經典閱讀與習慣領域的拓展  

 經典是人類文明發展中最有原創思維的表現，反思具普世價值的智慧，有

其動人心弦且永恆的論題，是人類心智、靈魂活動的結晶，因而在大學教育中成

為教學重點。如何帶領學生進入經典世界，又如何使經典中的價值內化為學生的

理念，與偉大心靈對話、建構獨立思考批判能力，成為大學通識老師的重要教學

目標。個人在大學通識課程中藉由推動文學經典名著閱讀，激起學生對文學經典

探索的熱誠；又透過學生與經典的對話，強化其批判與論證能力。因為經典閱讀

會潛移默化人的內在生命，讓學生在閱讀文學經典中汲取其中的原創思維，深入

經典世界，豐富學生的學識與人文涵養。 

好的文學作品會教人善與愛的信念，閱讀經典可以了解作者的人生思維與價

值體系，可以理解不同時代的不同風貌，可以從文學作品中閱讀到普遍的，屬於

人性的掙扎與終極的關懷。 

經典既然是人類文明發展中最有原創思維的表現，它往往突破一般人的習慣

領域。經典是具有普遍性的，因而也是崇高的，是能「放諸四海」而皆準的，透

過作品與偉大的心靈對話，學生生命的深度、廣度、厚度被提昇，愈能瞭解人生

的處境，也就愈能夠完成做為一個人的存在價值與目的。偉大的作品都有非常深

廣的習慣領域，閱讀它們能帶來心靈的改變，擴張並豐盛我們的習慣，當我們的

潛在領域被開展的更深、更廣時，能幫助我們了解宇宙萬事萬物之道，因而實際



  習慣領域期刊 第 1 卷 第 1 期 

 117 

領域能更有彈性，不會被卡住，能夠立刻取出有效的電網，解除自己及別人的痛

苦，邁向理想的習慣領域。 

本文分析王子的困境與內在心理掙扎，呈現哈姆雷特內心的豐富性、深邃性

和神秘性。並從習慣領域的角度，解析其性格與抉擇。當讀者與偉大的經典對話，

習慣領域被打開，接觸到深邃的心靈之泉，可以拓展視野，並堅執光明的正向信

念，這是擴展與豐富習慣領域的好方法，用以形成基本的人文關懷，開展思惟與

格局。因讀者潛在領域被拓展，突破舊的習慣領域的束縛；就能往更細膩、更深

廣，更能掌握萬物的系統思考邁進，創造人生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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