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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力調適與習慣領域 

王靜風1 

摘要 

現代社會是ㄧ個充滿「變」的時代。托福樂 (Alvin Toffler) 在「未來的震盪」

一書中，勾畫出未來的本質，這種快速且無所不及的改變，我們無一能倖免。在

「第三波」一書中，他更進一步提到科技發展，將改變人類生活的方式，使人面

對更多的不確定性，「虛擬」更成為生活中無可避免的「真實」。類似的改變具有

引發壓力反應的潛在可能。科技的發展帶給人類物質生活上的便利，卻未給人們

的心靈帶來平靜與幸福；為了在這個快速變遷的社會中生存，我們需要得到更高

的智慧，淬煉我們的心力，以便可以有效的進行壓力調適，重新獲得快樂、喜悅

的生命。本文試著比對心理學及習慣領域學說對壓力的看法，從兩者的比較中找

到關聯性，並藉由「壓力調適與習慣領域」通識課程設計與教授，來印證習慣領

域學說能夠幫助人們進行壓力調適，獲得心理健康的生活。 

關鍵字：習慣領域、壓力調適、通識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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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ss Management and Habitual Domains 

Ching-Feng Wang＊ 

Abstract 

Modern society is a time full of changes. Alvin Toffler in his “Future Shock” 
sketches the nature of future. No one can escape from these fast and allover changes. 
Further, in “The Third Wave”, he mentions that technology will change people’s way 
of living and will make people face more uncertainty. “Virtuality” is unavoidable 
reality in life. Changes as such have the potential of evoking stress.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gives people convenience in the material world, but it does not bring 
peace and bliss for us.  

To survive in this fast changing society, we require higher intelligence and polish 
our mind in order to have efficient stress management and to regain a happy and 
cheerful life. This paper aims to compare the viewpoints of stress in Psychology and 
in Habitual Domains and find their connections. Also, that Habitual Domain 
hypotheses can help people manage stress and be healthy in psychology will be 
confirmed by designing and teaching the general course ‘Stress Management and 
Habitual Domains’. 

Keywords: Habitual Domains, Stress Management, Gener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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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帶來大幅進步和豐富經濟生活的現代成功哲學，卻造就了破壞環境和台灣每

年將近 4000 人自殺的社會結構。面對瞬息萬變不可預知的未來，人們生活緊張

忙碌，各式各樣的壓力、情緒壓抑，如果沒有獲得適當的處理，很容易導致各種

身心症狀或疾病，不僅影響個人的生活品質，嚴重者甚至造成社會整體的動盪不

安。哲學家依比鳩魯 (Epictetus) 說的「事件本身並不見得會困擾人們，但人們

對事件的判斷或詮釋往往導致困擾」(“What disturbs peoples”s minds is not 
events,but their judgments on evevts”)；而人們根據舊有的經驗所建構出來的思維

來詮釋事件，因此要減少困擾，必須鬆動人們既有的思維架構，也就是擴展人們

的習慣領域。 

全人心理學 (holistic psychology) 指出:我們內心的感覺就是改變的力量。更

具體的說，思想與情緒是我們心靈的補品。成為一個人，上蒼早已設想周到地為

我們預備各樣的免疫系統，它可能是生命的韌性，也可能是自我的控制力。壓力

調適是在面對壓力時，如何找出生命的韌性並提高自我的控制力（潘正德，1995，
頁 3）。習慣領域學說的光明心態，讓人們相信自己有「無限潛能」，是自己生命

世界的主人，學習並使用「大腦與心意的運作」及「行為、決策流程圖」，幫助

我們更清楚地警覺心意的運作，讓我們善用它，提高自我的控制力。 

幾乎所有的心理學家都同意心理健康的人要對現實環境有正確的覺知。每個

人每天都在適應與因應環境中的壓力與要求，因此對現實（reality）作正確的詮

釋是相當必要的（林彥妤，1991，頁 22）。游伯龍教授也提到，一個真正成功的

人，應該有兩隻敏銳的「眼睛」（注意力），一隻觀照自己內心世界的習慣領域，

一隻觀照外界世界的習慣領域（游伯龍，1998，頁 319）。一個擁有理想的習慣

領域的人，幾乎能認同萬物、知道萬物的機微，並能立刻取出有效的方法，解除

自己和別人的壓力和痛苦（游伯龍，1998，頁 22）。知行習慣領域可能有助於壓

力調適，促成心理健康。本文透過「壓力調適與習慣領域」通識課程的設計與授

課，探討習慣領域學說如何幫助人們做壓力調適。 

2. 心理學與習慣領域對壓力的看法 

2.1. 壓力的意義 

Walter Cannon 在 1932 年是第一位把壓力的概念用在心理學和醫學上的。為

什麼會形成壓力呢?其答案有二：一源於「壓力因子」(stressor)，二源於「壓力

反應」(stress reactivity)。壓力因子是指可能激發「戰或逃」（fight or flight）反應

的一種刺激（潘正德，1995，頁 10）。我們會遭遇到許多不同類型的壓力因子，

有些是生理上的（毒性物質，冷，熱…），有些是社會性的（失業、心愛的人去

世…），或哲學上的(時間上的運用、人生的目的…)，多數與我們的七大生存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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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目標（游伯龍，1998，頁 208）有關。 

「壓力研究之父」的加拿大醫生 Hans Selye，他說過：「壓力是生命的調味

品，沒有壓力就是死亡」（Stress is the spice of life; the absence of stress is death）
的名言。Cummings & Cooper（1979）則認為個體的身心平日都維持在穩定範圍

內（range of stability），一旦打破平衡，超越穩定範圍，身心即感不適，這就是

「壓力」，個體必須因應或行動，以恢復平衡與舒適感（黃惠惠，2002，頁 199）。 

游伯龍教授也說：壓力是萬物活動的根源。心理壓力是所有動力來源的前

身，沒有壓力，產生不出動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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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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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度（游伯龍，1998，頁 214）。哪個行動能夠使壓力降到最低，那個行動便被用

來解除壓力。壓力降低後，與壓力完全解除的差距稱為剩餘壓力；剩餘壓力或阻

力越小，表示解除的壓力越大，離壓力解除的境界越近（游伯龍，1998，頁 219）。
當我們有能力、有信心可達到目標時，我們會積極求解（戰），因此壓力就轉化

成達到理想目標的動力和熱情；反過來，當我們能力不足或信心不夠時，我們會

退卻合理（逃），讓我們得以休息而能走更遠的路（游伯龍，1998，頁 221）。 

1976 年 Lazarus 主張：個體的壓力反應取決於他對具有挑戰、威脅與傷害性

的事件的解釋與評估。事件對個體所造成的壓力強度與其自認能處理威脅或危機

的能力有關。1984 年 Lazarus 更提出的壓力互動模式（transactional model），強

調壓力是透過心裡歷程所產生的一種個人知覺，因此個人對情境或事件的知覺感

受（percetion），在決定是否具有壓力威脅時，佔有極重要的角色（Lazarus & 
Folkman, 1984）。王以仁等（1997）也表示壓力是個歷程，不只包含壓力因子

（stressor），及壓力反應（stress reaction），還有一個中介因素─個人的人格特質、

認知歷程等（黃惠惠，2002，頁 199）。沒有同時具備「壓力因子」和「壓力反

應」這兩種成分就不算壓力，單單只有壓力因子，僅具有激發壓力的「潛在可能

性」而已。如此，我們就能了解為何面對同一壓力或情境，有人更進步，卻也有

人感到很痛苦。例如:有兩個人失業了，其中一人視失業為大災難，他的反應是

「我要怎麼維持家計?」，「房貸繳不出來，房子可能會被拍賣！」。另一個人對失

業這件事則沒有看得那麼嚴重，並且說:「失業未必不是件好事，這讓我有機會

去找另一份我喜歡的工作。」如你所看到的，「失業」的壓力因子，只是具有激

發生理反應的潛在可能性而已，只有第一個人的思考歷程才會真正產生反應，他

遭遇了壓力因子，將它視為有壓力的，並且產生生理反應。以定義而言，他經歷

了壓力。第二個人雖然遭遇了相同的壓力因子，但他卻採取完全不同的態度，也

因而免於產生生理反應，所以壓力對他並未造成任何影響（潘正德，1995，頁

13-14）。因此人們的「認知思考歷程」或「人格特質」影響人們對「壓力因子」

的詮釋，詮釋不同，則面對「壓力因子」所產生的壓力反應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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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慣領域是指我們腦海裡所有的記憶、觀念、想法、思考模式和行為模式的

綜合運作，相當於我們的人性軟體。當我們了解自己的習慣領域，警覺到實際領

域執著在那裡，便可以透過轉換電網，改變「認知思考歷程」，達到改變「壓力

反應」的目的。 

2.2. 壓力的因應與調適 

不管是甚麼壓力因子，身體面對壓力的反應都相同。腦下腺、甲狀腺、副甲

狀腺、腎上腺，以及下視丘或其他部分的腦，都會活絡起來。接著肌肉緊張增加，

心跳加速，血壓升高，神經亢奮，唾液分泌減少，出汗增加，呼吸率改變，胃分

泌增加，腦波改變等。這些壓力反應使我們在必要的時候，做出迅速的行動。但

是這些壓力產物生成後，我們若不去利用它，就可能成為身體不健康的肇因。我

們的生理變化偏離一般正常狀態越久，則影響的程度越大，我們就越可能因此而

生病（潘正德，1995，頁 12）。為了保護無價之寶的身體，我們需要對壓力做適

度的因應與調適。 

2.2.1. 個人內在－尊重生命和全責主人 

Lazarus 曾明確指出自我肯定 (assertiveness) 與壓力感受感有關 (Lazarus & 
Folkman, 1984)。壓力調適最重要的本質就是對自己有信心，而自我肯定是減少

壓力的一種方式。自我肯定行為和壓力之間的關係是來自於需求的滿足，假如時

常做自我肯定行為，就能達到我們的需求並且保持有效的人際關係（潘正德，

1995，頁 147）。自尊心對一個人很重要。一個沒有自尊心的人，他不會相信別

人會在乎自己、喜歡自己。如果一個人不認為自己是個有價值的人，就做不出肯

定的決策（潘正德，1995，頁 191）。「人人都是無價之寶」的電網，不只建立了

我們的高自尊，也讓我們對別人有很高的尊敬心、愛心，因此能肯定別人和自己，

自然就可以很快地為自己和別人解除壓力、痛苦和煩惱。 

制控信念 (locus of control) 的理論是美國心理學家 Rotter 於 1954 年提出的 
(Rotter, J., 1966)。它是指個體在生活中對自己與周圍世界關係的看法，及個體認

為自己可以控制生活事件的程度。有些人相信凡事操之在己，把成功歸因於自己

的努力，失敗是因為自己的疏忽，這是自願承擔責任的態度，心理學家稱之為「內

控」（internal control），意謂個人命運由自己掌握。另外有些人相信凡事操之在

別人，成功是因為幸運，把失敗歸因於別人的影響，這是不願意承擔責任的態度，

心理學家稱之為「外控」(External control)（張春興，1989）。在面對壓力、接受

挑戰時，內控型的人勇於負責、接受挑戰，態度與行動都比較積極，因此較能擊

敗壓力。而外控型的人，大多認為生活中的事件由他人或命運所控制，自己無能

為力，成敗責任在外界，不在自己，傾向逃避挑戰。面臨壓力時，多半採取消極

的行為或坐困愁城，所以壓力不容易解除，也較容易挫折失敗（黃惠惠，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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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217）。 

HD 的光明心態「我是自己生命世界的主人，我對一切發生的事情負責」，

擁有這個電網的人，明顯是「內控」的人。當「全責主人」這個電網很強時，我

們就會主動去了解事物，承擔問題並設法解決問題；進而可以掌握自己的生活和

行動。 

2.2.2. 生活環境－人際互動與社會支持 

社會支持也是防止壓力導致疾病的因素之一。社會支持是歸屬感能被接納、

被愛或是被需要。它是指一些令你感覺親密，且能和你共同分享快樂、問題、憂

慮和愛的人（潘正德，1995，頁 170）。HD 學說幫助我們了解別人的行為，化解

別人及自己的壓力與痛苦，達到「贏贏」的人際互動，建立良好的社會支持網絡。 

工作壓力的來源有些是工作本身的性質，有些是工作者在組織中的角色，有

些是生涯發展上的問題，有些則涉及工作中的人際關係，以及組織的結構和氣氛

（潘正德，1995，頁 391）。工作在我們的生命中佔有相當大的時間比例。佛洛

伊德指出有能力從事生產性的工作，是ㄧ項有益於健康的人格特質，所以，工作

對適應的確很重要。艾克森與心佛洛伊德學派的人也指出，對工作的投入能使人

獲得成就感和提高自我價值感，相當有益於心理健康（Erikson,E.H.,1950）。擺對

位置的垃圾會像珍珠閃閃發亮，擺錯位置的珍珠也會黯然失色。相信「工作是我

的使命，也是樂園，我有信心和熱情去完成它」，將從工作中更加肯定自己是無

價之寶，並藉由工作發揮無限潛能。在課程內容中納入「生歷管理」、「成功的領

導」、「贏贏策略」等主題，希望學生更有能力處理生涯發展及人際關係、組織角

色的課題，進而面對並解決工作壓力。 

2.2.3. 行動舒壓－放鬆技巧 

生活包含生理、想法、情緒、行動以及環境五個層面，這五個層面互相影響。

譬如：身體沒有病痛，心情就很愉快；想法改變了，情緒就變好了；專注運動時

令人身心愉悅。放鬆的技巧是透過行動帶動其他四個層面的轉變。鬆、靜、深呼

吸是疼惜無價之寶的自己的好法門。面對壓力事件時，很多鬆弛的運動，即使是

簡單短促的，都能夠幫助我們改變注意力的流向，轉化實際領域及可達領域，從

而幫助我們進入深思中（游伯龍，1998，頁 324）。以下介紹一些放鬆技巧。 

2.2.3.1. 橫隔膜呼吸法 

橫隔膜呼吸法又稱腹式呼吸法，當處在放鬆狀態時，呼吸變的緩慢、深沉、

規則，而且氣由腹部發出的多過於胸腔。（潘正德，1995，頁 280）。許多研究證

實腹式呼吸簡單易學，可緩解焦慮，達到穩定情緒的功效（陳昱芬，2007；張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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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等，2005；楊子慧等，2004）。當專注於「吐氣、收縮腹部」時，大腦已經開

始重新結構，當全部的氣吐完了，我們自然會「吸氣、膨脹腹部」，漸漸地身體

及大腦充滿了氧氣，達到放鬆的狀態。對任何一種放鬆法，腹式呼吸是最基本的

步驟。 

2.2.3.2. 想像練習（潘正德，1995，頁 235-245） 

想像練習是一種自我暗示訓練。自我暗示訓練是一種放鬆技術，已被證實能

對生理和心理產生良好的效應（潘正德，1995，頁 235）。應用想像輕鬆愉快的

景像，來使身體放鬆，進而達成心理的放鬆。一再練習提取腦中有能量的電網，

是一種轉換電網，讓自己暫時離開壓力情境的方法。 

2.2.3.3. 漸進式放鬆法 

漸進式放鬆法又稱神經肌肉放鬆法（neuromuscular relaxation）。這種放鬆法

通常是先從身體的上半部分的肌肉開始，先將某個部位的肌肉繃緊再放鬆，並記

住放鬆的感覺，當某一個部位的肌肉放鬆後，再進行下一個部位的肌肉放鬆。一

個個依序進行，漸漸使全身的肌肉都放鬆下來（潘正德，1995，頁 252-264）。 

2.3. 心理健康享受生命時光 

健康性格是要擁有一些特定的技巧和行為的特性。而適應良好的人並非就擁

有所有的健康性格的特徵。擁有健康性格的人能從過去的經驗中擷取精華以策畫

將來。適應良好的人能放眼未來，對人生有目標。它們很少抱著今朝有酒今朝醉

的心態去生活，因為他們深信對人生有計畫並積極地加以追求是很重要的（林彥

妤，1991，頁 22- 23）。擁有「萬事助長」及「生命時光最寶貴，我要百分之百

地享用，並奉獻現在到死之前的生命。」光明心態的人，能夠了解時間與生命的

寶貴，不讓不愉快或後悔的電網佔據我們的實際領域，可以克服憂慮恐懼，享受

生命時光。想在快速變遷的社會中存活並保有活力，我們最好學習如何去管理隨

之而來的壓力。我們必須調適生活情境，消除不必要的壓力因子，同時妥善規劃

休閒時間以達到歡樂與重新得力的目的。我們無法改變的不愉快生活情境，儘可

能做到知覺最少的威脅和干擾，把自己當作是一個有價值的生命體，相信生活中

我們能掌控許多事情及其結果，同時，把生命中的考驗視為自我挑戰和成長的經

驗，而非苦惱事。避免以閃躲、逃避、和遺忘等方式來處理之（潘正德，1995，
頁 560）。知行 HD，讓我們更有智慧，可以用更寬廣的角度理解生命中遇到的萬

事萬物，更有能力作壓力調適，進而達到心理健康的生活。 

3. 壓力調適與習慣領域通識課課程設計與實施 

根據比對心理學與習慣領域學說對壓力的看法之後，初步認為學習領域學說



壓力調適與習慣領域 

 164

可以幫助人們進行壓力調適，因此設計「壓力調適與習慣領域」課程。96 學年

第二學期及 97 學年第二學期兩次在進修部開設本課程。 

課程設計的核心概念是根據後現代的哲學思維，不著重於壓力源及面對壓力

所引發之生理反應的探討。取而代之的是學習放鬆技巧，改變生理狀態及心理注

意力流向，使身心暫時離開壓力源，得到壓力紓解；隨後，講授習慣領域學說，

進行認知的學習。教學目標是期望學生以習慣領域學說的視野框架，重新詮釋生

命中所遭遇的事件，改變「認知歷程」，了解壓力的意義，化壓力為助力。知行

習慣領域，開啟更有活力、自在的喜悅生命。課程內容涵蓋三個面向：體驗活動，

習慣領域學說講授，學生作業。 

3.1. 體驗活動 

創造新的電網，學習新的習慣是需要時間的。利用多重管道（例如，眼、耳、

鼻、舌、身等）學到的電網，經常重複使用的電網，專注的情況下得到的電網，

超出自身習慣領域之外所得到的電網，較能成為強而有力、容易提取的電網。心

理學上的研究也提到「看到的資訊可以被記住 10%，聽到的資訊可以被記住

20%，親身經驗的資訊可以被記住 80%」。由此可知體驗式教學活動可以提升教

學效能。因此，將一些紓壓的放鬆技術，人際互動的溝通技巧，設計成體驗式教

學活動，在每一次上課前帶領同學共同練習，除了期望達到安頓學生的身心在當

下之外，也期望透過一再的練習，課堂上學到的新電網，學生可以類化到生活中

使用，達到壓力調適的目的。 

學生反應最好的活動是「太陽功法」及「腹式呼吸」，另外製作影音檔案一

併投稿。以下介紹「太陽功法」。 

3.1.1. 太陽功法 

雙腳平行站立，與肩同寬，全身放鬆。膝蓋、手軸微曲。想像手掌上捧著溫

暖的太陽。上升吸氣，下降吐氣。心裡想著口訣「太陽上升」，同時雙手由身體

兩側上升到頭頂；接著手掌在身體前面向下壓，慢慢吐氣，心裡想著「宇宙所有

的能量進到我的身體」。太陽功法是參酌太陽運動（游伯龍，1998，頁 324）、深

呼吸的妙用（游伯龍，1998，頁 196）、氣功的意念控制，設計而成的。運用「集

中注意力（focusing of attention）」的方法，藉由口訣的帶領、肢體的伸展以及深

呼吸，讓學生忽略身邊的其他訊息，專注在自己知覺與感官上，進入安靜的狀態，

達到轉換電網暫時放下壓力的目的。一些學生使用後，感覺到心情變得很平靜，

周圍環境變安靜，心靈慢慢安靜下來、有放鬆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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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上課時進行體驗活動的照片： 

 
圖 1：學生作太陽功法的照片 

 
圖 2：笑笑功的照片 

3.2. 習慣領域學說講授 

講授的課程內容包括四大單元：我思故我在、志業人生、人際溝通、成功的

智慧。 

3.2.1. 我思故我在 

此單元包含三個主題：認識習慣領域（游伯龍，1998，頁 81）、電網的構想

與四個概念（游伯龍，1998，頁 66）、腦與心意的運作（游伯龍，1998，頁 183）。

哲學家說：「命運的改變來自思想，思想成就行動，行動塑造性格，性格決定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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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習慣領域是指我們腦海裡所有的記憶、觀念、想法、思考模式和行為模式

的綜合運作，是人性的軟體，影響我們一生的成敗。每個人或團體都有其獨特的

習慣領域，要有效的掌握並善用習慣領域，我們必須了解習慣領域的四個主要概

念：潛在領域、實際領域、可發概率、可達領域（游伯龍，1998，頁 90），以及

腦與心意的運作、行為決策流程（游伯龍，1998，頁 183-237）。如此，便能解讀

自己及別人習慣領域的運作，化壓力為助力而與環境共榮共存，達到和諧與快樂。 

3.2.2. 志業人生 

此單元包含生涯歷程的管理（游伯龍，2002，頁 30-59）、理想的習慣領域（游

伯龍，2002，頁 86）、七個光明信念（游伯龍，2002，頁 96-124）。如同意義治

療學派 Frankl 所說：「有生存理由的人能忍受任何生存的方式」。一個人能肯定自

己生命的意義，就可以忍受任何的辛苦。把生命的時間軸拉長，升高察思（游伯

龍，1998，頁 291），認識每個生命階段的目標與任務，設定目標全力知行。運

用七個光明信念，逐步邁向理想的習慣領域，讓生命發光發熱。 

3.2.3. 人際溝通 
此單元包含人類行為八大通性（游伯龍，1998，頁 106-182）、成為人際互動

高手（游伯龍，2002，頁 216-231）。游伯龍教授把人類共有的核心電網，歸納成

八項人類行為的共通特性：同類互比、印象概推、投射效應、近而親、相互回報、

相似相親、替罪羊行為、人群中的責任擴散。認識此八個行為通性，將能知己知

彼，善加運用此八個行為通性，將成為人際互動高手，建立良好的社會支持網絡。 

3.2.4. 成功的智慧 

此單元包含成功的領導者（游伯龍，2002，頁 60-82）、贏贏策略（游伯龍，

2002，頁 186-214）。成功是什麼？把別人打敗，自己站上去。這是成功嗎?在贏

的一方看來是成功，但是從另一方的角度看來則是失敗。從整體系統來看，幾家

歡樂幾家愁，也算不上全面性的成功。成功領導的最高境界，是讓人人皆自稱為

成功的領導者。在互動局面下，如何將衝突化為合作，讓每個參與者都自稱為勝

利者。在大家都贏的局面下，人人都安心自在，自然會創造出和諧快樂的環境，

這才是我們追求的人生崇高境界。 

3.3. 學生作業 

學生作業以「回顧過去、立足當下、展望未來」為設計主軸，架構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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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覺是智慧的開端。書寫隨堂學習日誌，讓學生記下體驗活動過程的感受，

或是問題討論前的思維，期望增加學生警覺與反思的能力。 

敘說自己的故事最感動人心。生命自有其循環原理，過往的歲月有淚水也有

歡笑，有失敗也會有成功。「回顧過去展望未來」的期中報告，引導學生回溯生

命歷程，全然接受自己的過去，肯定自己，再次看見自己的無限潛能，並從過去

發生的事情裡，找出一條貫穿的線，設定未來的目標。大目標化成小目標，再逐

一的執行。 

「虛心地積極學習」是擴展習慣領域的基本方法，我們可以向人、書本、乃

至大自然學習。請學生選一位他們景仰的楷模人物，藉由分組討論腦力激盪，更

深入了解對這位人物。製作 power point 檔案，以 20 分鐘的時間，向全班同學簡

介楷模人物的生平，並用習慣領域分析楷模人物生命的重要段落，以及楷模人物

的生命對他們的影響。 

習慣領域學說是ㄧ門知行合一的學問，本課程的教學目標是希望學生能夠用

出所學，幫助自己面對生活中的各種壓力，因此期末報告請同學分享，在生活中

用出來的經驗與心得。 

4. 教學成效 

兩次開課，修課學生共 80 人。男生 52 人女生 28 人。夜二技 76 位夜四技 1
位，日四技 3 位。學生年齡分佈如下：18-23 歲 26 人、24-30 歲 28 人、31-35 歲

12 人、36-40 歲 2 人、41-45 歲 2 人。未婚者 64 人、已婚者 16 人。蒐集學生同

意引用的作業作文本分析。資料的編碼如下：如（S1，97.04.02）代表 S1 在 97
年 4 月 2 日所寫的隨堂日誌，（S2－96 期末）代表 S2 在 96 學年期末報告中陳述

的內容，（教師 98.3.11）代表教師在 98 年 3 月 11 日所寫的教學日誌。根據學生

的隨堂學習日誌、期末報告、回饋問卷，以及教師的教學評量等文件作文本分析。

感謝同意本人引用作業的部分修課同學，教師才能得到下列結果： 

楷模人物

未來 現在 過去 

警覺、用出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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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體驗式活動是有效的創新教學設計。 

體驗式教學有別於傳統聽講式的教學，安排在上課一開始的時段進行，不僅

紓解學生工作一天的緊繃，也達到安頓身心的目的，引領學生進入專注聽講的狀

態。他們說： 

上課玩遊戲真的可以放掉一天工作的壓力（S3，97.03.12）。做太陽功法時，全身血液

流通迅速，感覺全身變熱；四肢伸展，感覺變慢；呼吸順暢，對週遭的氣味的嗅覺變得靈

敏（S1，97.04.02）。做了十分鐘太陽功法之後，心情放鬆，身體感覺熱熱的，當時腦袋一

片空白，煩惱都被拋到九霄雲外，覺得周遭的一切都變得很自然（S4，97.04.02）。聽音樂、

腹式呼吸、太陽功法的練習，可以幫助我們透過深呼吸，達到身體的放鬆與心靈的平靜(S5

－97 期末)。當心中面臨壓力的時候，我會先運用放鬆訓練---深呼吸，讓身心覺得不那麼緊

張及害怕，調適自己的心情(S6－97 期末)。 

學生真的將體驗活動的學習，類化到生活中使用。太陽功法及腹式呼吸是最

受學生肯定的體驗活動，許多同學到期末還持續在使用這些放鬆法，並且分享這

些方法給他們的朋友家人。回饋問卷的統計顯示 80 位同學之中，46 位認為體驗

活動是設計的最好的課程單元。放鬆技巧的體驗活動的確幫助學生達到壓力調

適。 

4.2. 學生學會觀照自我，轉換電網，鬆動實際領域的能力。 

自從上習慣領域課程後，每當我與家人或小孩因為某種想法與理念不同時，我不會跟以

前一樣，用自己的習慣領域裡，理所當然的想法來限制小孩或更改家人的觀念，我會先從眾

人的角度與想法來看待問題，並且擷取我與家人和小孩習慣領域的優點來改變，不會再堅持

自已的意見，現在我與家人和小孩間的互動已有明顯的改善(S7－97 期末)。 

4.3. 七大光明心態確實能夠幫助學生自我肯定，找到生命的意義，成為全責主人。 

我學到了「人人都是無價之寶，都是佛或上帝的化身」，由這句話來奠定自己的存在價

值。如果遇到不如意的事，我就會想到用這句話來鼓勵自己，心情就會好一點（S8－96 期

末）。老師教我們每天對著鏡子唸『我是無價之寶!』。真的很有用，讓我感到我是獨一無二

的，我很快樂，而我今天會做的更好(S5－97 期末)。我要做生命世界的主人，不要受到別人

影響，所以我決定要好好的做自己，去思考我往後的人生要做些什麼事情(S9－97 期末)。 

學生也將七大光明心態用在鼓勵孩子面對自己生命的課題上，「人人都是無價

之寶」的力量真的很大，如果相信它，我們的生命將重新改造。身為爸爸的 S10
這樣寫： 

前些日子，家中小孩驚慌淚下地說他在學校時，上音樂課時需要到五樓音樂教室，當他



  習慣領域期刊 第 1 卷 第 1 期 

 169

經過圍牆邊，突然有種想要伸腳爬上去的慾望，且有一次真的差點做了；當下聽到時，真的

難以接受與驚訝!回想，是否二年級時曾發生的懼學症又開始了，讓人身心俱疲。…頓時，

又覺得小孩漸漸長大，或許嘗試著另一種溝通方式，用正面的思考來引導他；想到習慣領域

課程中學到「人人都是無價之寶」。讓小孩知道自己是父母心中的寶貝，是無價的；且鼓勵

他已經長大了，自己應該能夠去面對與解決一些問題；事過兩天後，小孩很開心的說：爸爸，

很抱歉讓你操心了，我每天都有進步喔!因為我是無價的。(S10－97 期末) 

4.4. 學生使用習慣領域，更有熱情與信心去完成工作使命，並且建構良好的社會

人際網絡。 

學生在職場上使用習慣領域，他們說： 

在工作方面遇到困難時，我會想到老師在課堂上所教的一些知識和道理，例如：轉換

信念、以退為進…等，這時候我就可以解決工作上的難題，也不會讓自己因為困難而心情

不好。（S2－96 期末） 

HD 可運用在我們的工作層面上，甚至生活上之各個層面，在平常生活中對事物的用

心與對觀察事物的細心，將此帶入工作中，便使得我與客人間的互動更加的有幫助，因為

能從客人的細微動作裡，了解他們的需求及適合何種商品，以便快速的為客人解決問題，

還有平常對待人的關心與對一件任務的耐心，將這關心、耐心也帶到工作的需求裡，更能

使客人感受到我們服務業的精神與態度，使客人愉快的買回商品，也為店裡增加營業額 

（S11－96 期末）。 

在公司裡，常常會有許多小團體，因此，在人群中會有許多口角發生。當時，我也只

能在旁加入其中一個小團體討論過程，現在上過習慣領域課程後(ＨＤ八大通性)，能讓我

分辨出兩方是因為什麼事所不合，讓我能從中拉攏雙方關係，以維持整個團體良好氣氛（S4

－96 期末）。 

有的人使用在家庭生活中，增進親子關係，成為更有能量的父母。身為人母

的 S12 她說： 

分組報告讓我更深入的了解愛迪生，也多一份了解愛迪生媽媽的偉大，…看孩子的角度

不同，結果就不一樣，重要的就是讓孩子有自信，許多人都習慣對小孩子那些異想天開、希

奇古怪的問題不加以理會、不耐煩，或者輕易否定孩子的問題。愛迪生的媽媽卻認真地對待、

細心地回答孩子每一個問題，這對培養孩子的想像能力和思維都有很大的幫助，我也要學習

愛迪生的媽媽一樣。現在，當我要罵家裡的小惡魔之前會多一份思考，要有耐心一點，不要

厭煩，認真一點，算是訓練自己的 EQ 也可以幫助家裡的小惡魔從小養成勤於思考，勇於探

索的習慣。(S12-97 期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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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習慣領域學說幫助學生更有能量作壓力調適，開展喜悅自在的人生。 

最後很慶幸自己這學期修這門課程，學到很多日常生活不曾認真思考過的事情，碰到

人生逆境改變一下心態，才發現事情並沒有想像中嚴重，原來改變心態看人生，體會人生

並不困難(S13－97 期末)。學到如何調適自己的壓力，該怎麼控制自己的情緒，該用什麼心

情去面對自己不喜歡的事物或人事(S14－97 期末)。學到了不再用自己對事情的習慣看待週

遭的人事物，對我是煥然一新的生命態度，在有此改變後，我覺得更能去包容身邊的一切，

和過不同的生活(S15－97 期末)。現在我了解正面思考並非天生本能，是可以經過後天練習

養成!使自己有好的想法、好的習慣領域，適時的放鬆心情、調適本身的壓力（S16－97 期

末）。 

兩學期的授課，都有學生告訴教師，如果沒有修這門課，她可能去自殺了（教

師 98.3.11）。更有學生因為用岀上課所學，改善睡眠品質及健康。這讓教師更堅

定要推廣習慣領域這門學問。 

5. 結語 

「壓力調適與習慣領域」通識課，讓學生更了解自己及周遭的環境，也更肯

定自己是無價之寶。學生學會了轉換電網的行動與能力、光明信念、人類行為的

通性、擴展習慣領域的方法，並且使用在他們的生活及工作中，不論是在親子關

係、婚姻關係、工作職場都對他們的生命有所幫助。體驗式的放鬆技巧、人際溝

通技巧的演練活動，使學生經由行動，學到帶得走，用得出來的能力。 

透過課程的實踐與行動，我們證實習慣領域學說幫助我們肯定自我，尊重生

命，獲得高自尊；與人和諧相處，建立社會支持系統。讓人們有熱情與信心投入

工作使命。的確對壓力調適有很多的幫助。HD 讓我們肯定自己的價值，找出生

命的韌性並提高自我的控制力，發揮無限的潛能，啟動潛在領域的能量，讓我們

有更高的智慧與能力，面對快速變動的未來環境。推廣 HD 一定可以幫助更多的

人達到身心健康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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