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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所有的人是關連的、互相影響的，是屬於同一個宇宙意識

從心出發

的，所有的人和萬物都同源合一的，生命是寬廣而完整的存在。

邁向圓滿

本課程在序文中提到，教科書是以成長的、平衡的、超越
的、整合的、連結的角度撰寫。本課程架構分為教科書和媒體教

「心理學與現代生活」研讀指引

材兩大部分，教科書內容分成個人篇、社會篇和適應篇，由瞭解
自己開始，建立美滿的關係，過著健康的生活方式及學會自助助
/ 陳如山

「我是誰？」

製，另外加上一些補充教材。教科書各章除正文以外，還有「想

「我想做一個什麼樣的人？」

想看」和「練習活動」，這是為了幫助各位達成學習目標的輔助

「我想過一個什麼樣的生活？」

設計。自我評量則是幫助各位明瞭自己是否已達成該章的學習目

「我想在這一生中完成什麼？」

標。至於兩次的作業題目，則是幫助各位統整教科書和媒體教材

「我如何適應現代生活？」

內容的心得。至於考試，則傾向以各章的自我評量題目及作業題

不知各位是否常想到以上的幾個問題？有些攸關人生的重大

目的結合方向來考量。

問題是重要但未必急迫的，而且回答這些問題可能需要歲月的洗

各位修讀本課程時，請先閱讀教科書序文和收聽媒體教材第

禮，才能精煉出智慧的解答；甚至要花一輩子的工夫，才能明白

一講，對於本課程有整體的概念後，再安排進度閱 讀各章和收聽

這生命藍圖的奧秘，找到解開宇宙遊戲與謎題的鑰匙。

媒體教材各講次的內容，做完「想想看」、「練習活動」和「自

為了幫助各位認識自己、瞭解自己、改善自己，建立更和諧

我評量」後，統整出每一章的心得，再進行兩次作業撰寫。有關

的關係，過更平衡健康的生活，對於現代生活有更良好的適應，

本課程的宗旨、觀點和架構，將分別介紹於後。

自處處人，自助助人，創造生命的意義和價值，以智慧造福，使

一、本課程的宗旨

心靈圓滿，本課程採取正向心理學、成長心理學、高度心理學、
助人心理學等觀點，邀請各位踏上這個人生是學習和成長的旅
程，它同時也是發現自己、創造自己、成為自己的回家之旅。
人是有自我意識、自由意志，能觀察、感覺、反應、思想，
並且想知道自己，充分發展自己，不斷改善自己和超越自己而成
為完整個體的生物。人是身、心、靈合 一的，獨特而完整的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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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各講次的媒體教材（光碟片）則配合教科書各章內容加以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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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幫助各位認識自己、瞭解自己、自我改善和成為真正
的、最好的自己。
（二）幫助各位和自己、重要他人及其他人，建立以愛為中心
的連結關係，進而體會萬物一體，天、地、人合一的胸懷，建立
全球意識和宇宙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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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幫助各位在生活中找到安頓身心的平衡之道，建立工作
和休閒平衡的健康生活方式，以求獲得身、心、靈整體的健康。
（四）幫助各位適應現代生活，自助助人，能面對重大事件的

人具有自我改善和超越的需求和動機，朝向成為真正的自己
的最高、最善的目標來真我實現。

（二）人生觀

衝擊，瞭解身、心、靈相互影響的道理，做好自我預防、治療，
並幫助一些精神病人走出生命中的創傷，度過生活的危機。
（五）個人篇和社會篇強調正向心理學、成長心理學和高度心
理學的重要，主張人具有成長的動力，有創造個人生命、意義、
價值的成長空間和種種可能性，都朝向成為自己的方向前進。成
長是終生的歷程，在生命各階段都有可能面臨問題或危機，這些
危機可視為必須進行改變的挑戰，迎向自我成長，實現和超越真
我，實現最高、最善的目標，成為最好的、真正的自己，以及
身、心、靈健康、合一、圓滿的自己，建立美滿的、和諧的健康
關係，過著健康快樂、幸福圓滿的生活。
（六）適應篇應用了臨床心理學、諮商心理學、發展心理學、
適應心理學、健康心理學、身心醫學理論、原則和方法，主張
身、心、靈是一體的，人必須從生理－心理－社會多層面，
甚至精神和文化的層面去理解。現代人必須不斷的學習和成長，

人生是創造自己，成為自己的學習和成長的旅程。
人生是不斷成長和超越的向上螺旋式的成長。
人生是由小我邁向大我，回歸到超越界的過程。

（三）宇宙觀
以整體的觀點，人是以宇宙為中心的宇宙人，與萬物一體，
萬物同源，與神合一；人以愛和自己，和他人，和萬物，和大自
然、環境、宇宙連結，成為整體中的一分子而相互依存。
本課程教科書以成長的、超越的、平衡的、整合的、連結
的精神貫穿其中，希望各位自愛愛人、自助助人、自立立人，胸
懷萬物和宇宙，具有開闊的胸襟、高廣的視野，慈悲為懷，知行
合一。為更好的自己、更好的世界、更好的明天，每天都能日日
新，自我改善，做一個身、心、靈平衡、健康合一的人，有美滿
和諧的人際關係及健康平衡的生活，生命圓滿自在。

實踐「適應－健康－發展」一體三面兼顧的生活，以獲致成

三、本課程的架構

功圓滿的人生。

二、本課程的觀點

（一）教科書的內容
1. 個人篇－瞭解自己

（一）人觀

第一章
人是身、心、靈合一，獨特而完整的個體。人具有成長的動
力，具有高層需求、高層意志、高層潛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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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的認識：介紹八個有關自我的定義，將自我的

結構分成三部分加以探討，配合「自我的覺察」的練習，幫助各
位對自我有一些認識，對自己內在有了初步的接觸，並且明白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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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是身、心、靈合一的個體，是全人格、全方位發展的完整而獨

美滿的因素，介紹十個夫妻溝通的原則，以及二十個婚姻美滿之

特的生命體。

道，三十六個建立成長式健康家庭的原則。配合「婚姻與家庭生

第二章

自我的發展和瞭解：介紹六個自我發展的模式，

活的態度」的練習，幫助各位體會到自己和所有的人，和天地萬

五個探討自我瞭解的觀點，以及六個重要的自我相關概念，配合

物都是緊密連結的，我們在關係中相互依存、互相關懷、互相合

「早期的生命的腳本」的練習，幫助各位對自我有更深的瞭解。

作。我們在愛中成長，有自己的獨特性，也是萬物同源，萬物一

對於自我的發展從不同觀點加以探討，由多面向、多層次、多角

體，是一即一切的其中一分子。

度來認識自我，並瞭解生命腳本的由來、形成和對日後人生的影
響。

工作和平衡的生活方式：介紹在工作職場適應的過

程中，可分為職場適應的三個階段，並探討不同階段所面臨的問
第三章

自我成長、實現、超越和真我實現：介紹六個自我

題，分析六個工作不滿意的來源，提出在工作中自我成長的九個

成長和實現的原則和方法，探討自我超越的需求、問題和特徵，

原則和方法，進而探討如何在工作和休閒中獲得平衡，以及建立

介紹高度心理學和亞薩吉歐利的蛋形圖，深入介紹真我的意義和

平衡的健康生活方式。配合「生活的平衡」的練習，幫助各位成

本質，區分錯誤的自我認同和真我認同的差異。配合「是誰在覺

為一個身、心、靈健康平衡的個體，過著健康平衡的生活，獲得

察」的練習，幫助各位對自我和真我有更深入的認識，在自我成

生命的圓滿自在。

長和實現的旅程中，以不斷自我超越達到真我實現，而成為最好

3. 適應篇 －自助助人

的、真正的自己的最高、最善的目標。

第七章

第四章

克服生活重大事件的衝擊：探討憂鬱症與身、心、

自我管理和革新：探討自我管理在四大層面、三

靈和社會因素的影響，進一步介紹憂鬱症的三種治療方法，將精

種內心過程和五大空間的管理，介紹生活 管理和自我革新的意義

神疾病分為四種分別加以探討，以及如何治療的方法，以幫助各

和要領。配合「意識的層次」的練習，幫助各位找到自己生命的

位調適處理，以及幫助罹患疾病的親友同事。另外，還對於災害

節奏，聆聽內在的樂音，回應心靈深處的召喚。明白生命需要管

變故後的種種創傷反應加以分析，並提出心理復健和輔導的實

理，而由自我管理著手。生命需要更新和再生，由自我革新做

施，以克服災害變故的衝擊。

起。力行自我改善的工夫，就能夠創造自己成為平衡、完整、合

第八章

開創健康圓滿的生活：對精神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哀傷傷痛的反應加以分析，並探討如何克服之道，以身、心、靈

一、神聖的生命體。

44

第六章

2. 社會篇－美滿的關係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一體的觀點，探討身心症、壓力和精神免疫的關係，進而提出壓

第五章

愛、美滿的婚姻和健康家庭：探討愛的意義，愛自

力處理和心理輔導的方法，以幫助各位對自己的認知模式和情緒

己的藝術，真誠的和成熟的愛。在美滿的婚姻中，有十個婚姻不

反應有更深的瞭解，順利度過病程，達到良好的適應狀態，進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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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適應、發展和健康的關係有全面性的瞭解，促進身、心、靈的

區、愛社會、愛國家、愛國際、愛地球、愛宇宙，明白我們都是

健康，並開創健康圓滿的生活。

一體的，都於存在的大海中，彼此互相依存和連結。

（二）媒體教材的內容

第六講

經營圓滿平衡的人生：配合第六章〈工作和平衡的

生活方式〉，幫助各位找到生命的動態平衡，可長可久的安頓自
第一講

成 為 自 己 的 學 習 之 旅： 配 合 第 一 章〈 自 我 的 認

識〉，幫助各位明白人生是個學習和成長的旅程，是認識自己、
發現自己和創造自己的旅程，是自我價值完成，成為自己，甚至
成為最好的自己的旅程。在這旅程中，認識和瞭解自己需要一生
的時光，經由不斷學習，我們對自己有更深、更廣、更高、更完
整的瞭解。
第二講

認清自己的真相：配合第二章〈自我的發展和瞭

在自我，找到自我之間的一致性，認清自己是什麼樣的人。
活出真正的自己：配合第三章〈自我成長、實現、

超越和真我實現〉，幫助各位進一步瞭解自我和真我的區別，在
自我實現的成長旅程中，經由不斷自我超越的過程，達到真我實
現，這就是活出真正的自己。
第四講

實踐自我改善的生活：配合第四章〈自我管理和革

新〉，幫助各位對自己需要管理或改變之處有所發現，以實踐理
想的氣魄和熱情，腳踏實地，按部就班，為所當為，身體力行，
積極從事自我革新、自我改善，使自己越來越好，成為更好的自
己，達到成為最好的自己的理想。
第五講

創造真愛的關係：配合第五章〈愛、美滿的婚姻

和健康的家庭〉幫助各位學會愛的功課，具備愛自己和別人的能
力，活在愛的氛圍和恩典之中，愛自己、愛家人、愛朋友、愛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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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在的人生。
第七講

走出心魔與心碎的陰影：配合第七章〈如何克服

憂鬱，如何幫助精神病人〉，應用臨床心理學，由心理疾病的探
究，幫助各位瞭解心理學知識、技能和專業資源，如何幫助我們
和周遭的人解決困難苦痛，以及對醫療衛生有關的生理、心理、

解〉，幫助各位認識多面向、多層次、多角度的自己，也接觸內
第三講

己身心的中庸之道，打造身心靈的挑花源，過著幸福快樂、圓滿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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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層面，甚至醫藥和精神的層次皆稍加涉及。鼓勵有志趣、有
需要的同學能深入研習，肯下工夫，日積月累就會成為專家。
第八講

在天搖地動中活出生命：配合第七章，由 921 大地

震談到災害變故對家庭、社會的衝突，以及一些災區學校輔導實
例，應用諮商心理學的重要原理，以同理心和自助助人、互相合
作的精神、專業心理學的知識技能和人文情操，幫助人們擁有力
量克服困難。
第九講

頂天立地，用心創造意義：配合第八章第一節「克

服創傷與哀痛」，第二節「身、心、靈健康一體」，說明人的
身、心、靈是相互作用的一個整體，人生活在自然環境、社會環
境和人文環境當中，也就是所謂的「天、地、人」三才。人生活
在一貫不變的宇宙生命法則中，生活在不斷變化的時空環境，以
及生命際遇所帶來的適應與發展的課題當中，人有高度的自覺意
識和省察處境的智慧，尋求生存、意義和價值。人頂天立地活在
天理與人性中，學習調整適應，追求生存和發展，在不斷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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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中，找到生命的意義。
第十講

智慧造福，心靈圓滿：配合第八章第三節「調適壓

力活出健康」，說明心理學在應用的層次，不僅是科學和技術，
也是一門藝術、仁心和智慧之心，這是極為關鍵的，學心理要會
應用，而且要活學活用，以智慧來造福，讓心靈圓滿自在。
邀請各位進入「心理學與現代生活」的天地，踏上學習和
成長的旅程，認識自己、瞭解自己、發展與創造自己，成為真正
完整的自己。讓自己成為一個更好的人，過更滿意的生活，充滿
了智慧、慈悲、喜悅和身、心、靈健康圓滿，自愛愛人、自處處
人、自助助人、自立立人、自達達人，為更美好的社會、更和平
的世界而共同努力。
（作者為本科目學科委員兼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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