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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班辛苦了 

 

放鬆一下吧 



講師簡介 

李訓維 

點亮心燈諮商工作室招集人 

中崙諮商中心 專業督導與諮商心理師 

臺北市諮商心理師公會理事 

財團法人賽珍珠基金會督導 

萬華親子館、安置機構督導 
 
專業領域  

親職教育，兒童與青少年諮商議題 

伴侶及家族治療   
 

 

 

臉書搜尋:點亮心燈諮商工作室 



上課啦!!! 

• 我的狀態是?? 

• 我現在在想甚麼?我的狀態是? 

• 心情high到最高點? 

• 還是心情不美麗? 



掀開鍋蓋 

• 我們都知道，壓力在很多醫學上
都證明了跟許多疾病有關 

• 生理：感冒、胃潰瘍、腹瀉、偏
頭痛、心悸、高血壓、內分泌失
調 

• 心理：睡不好、焦慮、憂鬱、沮
喪、恐慌 



壓力是什麼？能吃嗎？ 

• 當壓力來的
時候會讓我
們處於警戒
狀態，是身
體的「警鈴」 

• 一種心理狀
態，一種感
覺。 



警鈴！？ 

• 壓力提醒我們要準備應戰 

• 壓力讓我們提心吊膽 

• 壓力讓我們亢奮 



你跟自己的警鈴熟嗎？ 

覺察自己的狀況 

•生理 

•心理 

•行為 



生理指標 

•感冒、頭痛、肌肉緊繃 

•肩、頸與背部酸痛 

•皮膚乾燥、過敏 

•消化系統出問題，拉肚子、
吃不下、消化不良 

•心悸、胸痛 



心理指標 

•無法專注、心煩、易怒 

•猶豫不決、判斷力下降、後悔的決
定 

•記憶力下降 

•憂鬱、沮喪、心情低落、鬱悶 

•對事情沒有熱情、無望感、失控感 



行為指標 

•睡不好 

•比平常常喝酒或抽煙 

•無心經營人際關係 

•很難放鬆、坐不住 

•想做刺激的事 



生活事件-刺激 

生活事件 壓力分數 生活事件 壓力分數 生活事件 壓力分數 

配偶死亡 100 經濟狀況改變 38 與上司不合 23 

離婚 73 好友死亡 37 工作時間或條件改變 20 

分居(婚姻) 65 換不同的工作 36 搬家 20 

入獄 63 與配偶爭執的次數改變 35 轉學或重回學校 20 

近親或家庭成員死亡 63 房屋貸款超過一百萬元 31 改變休閒習慣 19 

個人疾病或受傷 53 抵押品贖回權被取消 30 改變宗教活動 19 

結婚 50 工作職責的改變 29 改變社交活動 18 

被解雇 47 子或女離家 29 新增小額的貸款 17 

破鏡重圓 45 與姻親發生衝突(或有問題) 29 睡眠習慣改變 16 

退休 45 個人非凡的成就 28 家人團聚次數改變 15 

家人的健康情形改變 44 妻子開始或停止工作 26 飲食習慣改變 15 

懷孕 40 學校開始或結束 26 重要節日或假期 13 

性困難 39 生活起居、環境等的改變 25 聖誕節(新年) 12 

家庭成員增加 39 改變個人習慣 24 輕微違法(如交通罰單) 11 

事業再適應 39 出處為：Holmes, T. H., & Rahe, R. H. (1967). 



我們怎麼解釋「刺激」 

•原始本能：生存 

•社會文化建構：價值觀 

•自身經驗：重視、期待 

•環境 

13 



彩色或黑白的人生 

人可以複雜 

生活可以簡單 



壓力會消失嗎？ 

• 我們可以調整的是如何看待壓力，
如此一來就會輕鬆多了！ 



正向心理學篇 

情緒快樂的人更能夠面對壓力 



最好的情緒-快樂 

快樂是什麼？ 

寫下三個你覺得會讓你快樂的事情 



快樂是什麼？ 

寫下三個你覺得會讓你快樂的原因 

容易滿足 

笑點低 

有自信 



幸運的人有什麼特質!? 



幸運的人的特質是? 

猜猜看?? 

會欣賞好事!! 

靠杯小確幸。大確幸不行嗎_ (整個城市。都是蔡阿嘎的靠杯館10)(720p_H.264-AAC).mp4


收集小確幸 
• 「微小但確實的幸福」 

• 半夜上廁所不用摸黑的小夜燈 

• 正好對上心情的店頭音樂 

• 運動流汗後暢快沖涼 

• 意外的半天假期 

• 運動流汗後暢快沖涼 

• 圖書館安靜舒適的閱讀角落 

• 飽足感 

• 嬰兒稚嫩的皮膚 

• 曬過太陽的棉被 

• 街角的一片青翠 

• 這家店不收服務費 

• 夏天的冰棒 

• 便利商店 

• 朋友的好消息 



壓力量表 

小活動：檢測自己的壓力 



壓力處理—治本 

(一)減少不必要的壓力源  

 在壓力適度時效率最高，壓力太小或太大效率都會變

差，所以適度的壓力最好。 

 記得隨時檢視自己正在承受的壓力指數，減少不必要

的壓力源，讓自己維持適度的壓力，生活更滿意。    

壓力= 
壓力源 

活力源 



(二)提高活力(快樂)來源 

 自我效能感:自我效能就是個人對自己獲致成功所具有

的信念，亦即對個人能力的判斷，對自己的信心程度。  

 高自我效能的人傾向相信自己擁有資源可以應付所需，

當遇到有壓力的事件時，會將其視為「挑戰」，而不

是「威脅」。  

 增加快樂的事情，讓自己更愉悅。 

美國四歲女孩 自我激勵！做最棒的自己！(240p_H.264-AAC).mp4


(三)學習有效因應方式 

 對於壓力的因應策略可分為： 

 

 

 前四種策略都是屬於有效的因應策略，可帶來正向結

果。 

 逃避的方式雖然可以短暫躲開壓力，不過壓力仍在，

遲早還是得面對。 

1.解決問題 2.暫時擱置 3.改變 

4.尋求支持 5.逃避 



時間管理—對抗逃避  

 有些人總是覺得時間不夠用，但是有些人就是沒時間

或時間不夠用。 

 你清楚自己的生活目標嗎？生活目標是實際生活的指

南，所以得先將自己的目標釐清。 

 釐清自己的主要目標，再擬出長期計畫與短期計畫，

生活將變得充實有次序。      



(四)學習放鬆技巧，抒解身心緊張  

 平常生活如何自覺是否處在壓力的狀況呢？ 

 早期的壓力警訊是頸部和肩膀的拉緊，或是雙手緊握成

拳，這時就應該放鬆身體，其中以運動是最為有效。 

 身體的放鬆可以減低焦慮，避免過度緊張帶來的困擾，

也讓我們有較多的能量去面對問題。 

 Try it   



(五)改變認知方式，選擇正向觀點  

 同樣一件事情，若能從正面、樂觀的方向來思考，就

會使自己充滿喜悅與希望。 

 樂觀者會將負向事件解釋為外在、暫時性與特定的原

因，因而對未來抱持著自信與希望感。 

 若自己容易困在悲觀想法中，更要走出自己的象牙塔，

多聽聽別人不同的樂觀想法。    



(六)培養幽默感  

 玩就對了!!興趣、娛樂。 

 幽默感可以化解壓力，增進身心健康。 

 在心理健康方面，幽默的創造或對幽默刺激的欣賞，

能釋放人們內心的攻擊衝動與焦慮情緒，維持心理上

自我感的平衡，減低憂鬱症狀。   



(七)建立社會支持網路—分享  

 社會支持是個人可用的環境資源，許多的研究皆證實

社會支持可幫助個人抵抗壓力。 

 社會支持分為以下幾種：  

1.情緒支持 

2.社會整合或網路支持 

3.尊重支持 

4.實質幫助 

5.資訊(訊息)支持 



 不同的壓力情境需要不同的支

持來源，例如生病時需要情緒

支持與訊息支持，社會支持的

內容符合個體的需要才有助益。 

 如何建立社會支持呢？開放自

己，自我坦露，才可建立親密

關係。 



              

            

        

                      ? 
歡迎大家跟我聯繫！ 

     感謝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