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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型態變遷今人壓力大於古人 

活在當今社會的人們頗為苦悶，既無法選擇壓力何時來到，也無從決定何種

壓力降臨己身，沒有人可以預測明日，所以也無法防止壓力的來源。現今社會壓

力造成人們生活品質的低落及精神生活負面的感受，遠比往昔單純的社會環境及

人際關係多得多，至於今人的壓力是古人的幾倍雖然無法論斷，但可以確定的前

者的壓力決不亞於後者。 
在錯綜複雜的社會中，來往密切頻繁的人際關係，充斥著爾虞我詐、你爭

我奪的互動，而且現今的職業型態迥異於從前，根據資料顯示，今人白天工作，

晚上也上班，工作時數遠比古代人（定義為比現今早 50～100 年的人們）多出五、

六個小時，而睡眠時間又比他們縮減五、六個小時。 
因為壓力造成的緊張、焦慮、煩躁等負面情緒，在醫學上的解釋很簡單，理

由有二：一、內在的特質，二、外源性的壓力。 
 

一成五的人口具有神經質化的人格特質 

內在的特質或體質：某些人具有這方面的傾向，不論外界的壓力為何，他們

就是特別容易緊張、焦躁。具有神經質化的體質，就會造成神經質化的人格特質，

這是一種醫學狀態，因這種內在性（或內源性、內因性、內生性）的人格特質，

在全人口的橫斷面中就占有一成二到一成八，平均是一成五、六的人（15％～16
％）比其他人更容易緊張。 

此種神經質化的性格具有十六種主要表徵，每一種表徵又可繁複地從其身

體化的症狀、睡眠的困擾、認知和情緒的障礙，乃至體質相關的身體上器官、系

統的表徵，來以一定的形態表現出來。廣泛來說，大部分人所曾聽的就是焦慮，

其實不止是焦慮，還有憂鬱、慮病、恐慌、畏懼、強迫等等一些慣見於報章雜誌

所形容的詞句足以囊括。這一成五的人口是精神醫學最重視者，希望藉由治療、

教導，使其能夠獲得相當程度的不讓自己焦慮。 
遺憾的是，具有神經質化人格者極少就醫，或他們不認同或接受醫學上的說

法。我們發現內因性的焦慮在長期人生當中，尤其在青少年階段（13-18 歲），他

們身邊的親友或同學就可以感受其特性，他們平日也許仍呈現活潑開朗的個性，

但一碰到有事發生，就容易陷自己於煩躁、緊張或此種思維揮之不去的局面，造



成情緒波盪，久而久之，就會功能低下，亦即憂鬱，合併一些身體上游走性的、

非特異性的，檢查不出結果的不舒服，同時也很容易造成睡眠的干擾。 
這些大量的思維、情緒、認知等身體化的症狀，乃至睡眠干擾，通常在青

少年時期即已出現。之後，進入成年期（年滿 18 歲），再隨著邁入社會，人加上

事地物的環境、職業等生活情境的推波助瀾，於是一般而言在 25 歲至 35 歲之間，

出現其核心症狀，亦即體質出現非常典型神經質化的表徵，到 35～45 歲逐漸進

入高原期，表現出一定特質，使自己或周遭的人感覺他們是屬於比較神經質的一

群。 
 

神經質化的人口只有 1-3％會就醫 

這些比較神經質化的人口，只有 1～3％的人會就醫，97％的人終其一生不

會尋求精神醫療的協助。這些神經質化的特性，不會比常人少活一天，但會活得

很難過。 
即使有就醫者，通常平均延誤三至四年，臨床所見如果被這些神經質化症

狀困擾了七、八年，還能來就醫者，就屬不易了。同時他們就醫的科別絕對不會

是精神科，可能就身體出現不適的科別如腸胃科、內外科或家醫科來就診。教學

醫院中許多其他科別的醫師會轉介具有神經質化表徵的病人到精神科來。 
這些即使被轉介而來，或心不甘情不願尋求最後一線希望來到精神科的病人，可

能只看了二、三次就消失無蹤。但往往這些內在化的體質和高血壓一般，必須經

過一段長時間的治療。他們吃一、二次藥，覺得舒坦多了，或深怕藥物帶來的困

擾，或覺得精神科醫生根本無法了解他們的感受，只是隨意開個藥給他們罷了，

因此中斷了醫療而殊為可惜。 
神經質化的人格特質並不會影響生命的期望值，他們只要不合併身體系統

化的疾病或遭遇意外，也不會少活一天，只是在生活的每一天當中，深深被神經

質化的症狀所困擾。正因為他們不會顯現出一些可被檢查出來的病徵，如果抱怨

時日久了，旁人會認為他們是無病呻吟，自己想不開，活受罪罷了，而難以讓別

人感受他們的不舒服。 
這 15％內在性的焦慮特質，隱藏在他們的中樞神經系統的大腦結構上，以

致於呈現出脆弱、不穩定的特性，使其大腦的功能相當波動，對周遭人、事、地、

物所能承受的平衡能力較差，但他們並非自找麻煩、無病呻吟，而是內在特質使

然。現今的醫學教育必須致力於深入這些人口的生活空間幫助他們，而隨著醫學

知識的普及，我們期望能澤被於具有這種內在特質的人們。 
 



一般正常人可自我調節外源性壓力 

外源性（或稱外因性、外生性）的壓力： 
來自現今社會的壓力，吾人常聽聞「現在的精神科疾病愈來愈多」、「現在的『神

經病』很多」、「精神病是現代的文明病」等等，都是說明外源性的壓力，是現今

社會結構複雜，人際關係往來的動態頻繁，職業和生活型態的緊張忙碌，讓每一

個生活在其中的人都感覺壓力較大。為了因應這些壓力，引起人們在身心上的一

些波折。 
這些波折，有人可以容易支撐過去，但有時波折大一點，或嚴重程度多一點，

或影響程度深一點，造成百分之百的人都可能隨時感受壓力的威脅。當事人如果

沒有神經質化的性格，或多或少都能逐漸調節這些外源性的壓力，慢慢從生活中

作其他改善，而使生活回復原點。 
 

生物回饋訓練法可以紓解壓力 

坊間有許多書籍、錄音帶，教人們如何放鬆肌肉、深度呼吸、靜坐冥想、瑜

珈打坐，或是運用想法、自我暗示法、自我催眠法、思考中斷法...在醫學上統稱

為生物回饋訓練法，亦即利用生理上的各種參數值，其中最簡單的就是控制你的

心跳、呼吸與脈搏讓身體放鬆下來。最後經由意識的改變、認知的改變、評價的

改變，以及人生觀的改變態度去轉變對事件的感受。 
不論是藉由思維的轉變，或真正讓生理參數的和緩，如肌肉放鬆的生物回

饋，讓自己降到一個平衡點，度過壓力的難關。 
這些紓解法可以讓人很快解除壓力，但是如果沒有看書、聽演講接受這方

面的訊息，如果不具有神經質化的特質，自己可能也會逐漸自壓力中掙脫出來，

只是速度比較慢，動員較多的精力才能回復原點。 
今天所要教大家的，也許在醫學上不需要生物性的治療，而是如何解釋自己

的壓力及這些壓力可能帶給身心什麼樣的困擾。如果這些壓力不能紓解，影響所

及可能是一件件壓力的慢性累積，終至對身體不利。 
 

無形壓力遠甚於有形壓力 

生活中的壓力可區分為有形與無形的壓力。有形的壓力是指生活的諸多事

件超乎預期的感受，或帶來的衝擊是當下難以去承受的，而無形的壓力則在醫學

上被認為是比有形的壓力更重要，至少同等重要。 
無形的壓力可能來自柴、米、油、鹽、醬、醋、茶開門七件事，日常工作早



就麻木不仁的環境互動或升遷考績，抑或每天要去平順度過的一些事，這些長期

慢性的壓力也許在平時並不特別感受到，但當要列表省視時，可能真要比有形壓

力來得多。 
無形的壓力通常對身體健康、生命壽命期望期的影響遠比有形壓力來得深

遠，有人戲稱為「折陽壽」。如果從來不去體認，徒讓人生茫茫然一日度過一日，

從來不準備花工夫去認識這些壓力所可能帶來的傷害，那麼這些壓力帶來的傷

害，就可能累積而危及健康。唯有認識壓力，才有可能尋找相關資訊，如聽演講、

上課，從而找到因應的方式去訓練自己改善壓力。 
每個人要具備適合的壓力管理之道，首先必須要將消除壓力的目標化為可

行的步驟，決定優先順序一步一步去做，最後把紓解的方式落實在生活之中，輕

而易舉的利用一些自己認為是有效的策略，無論是前述的各種鬆弛方法去緩解壓

力，以免它帶來慢性長期的困擾，或者它不知不覺侵蝕身體健康。靠個人的力量

可以做到消除五成的壓力，其餘五成有賴吸取醫學的知識可以幫助我們做得更

好。 
 

改變認知可以預防外源性壓力 

工作上所造成的壓力一定是可以預防的，只要學習體會，改變認知，重新

認知人生諸多動機、成就、期望和挫折的評價，調整部分的人生觀，注意任何一

件對自己造成壓力困擾的事，重新詮譯對自己人生真正的意義及尊嚴的含義，經

常回到事情的原點去思索，如果一定要去完成它，對人生究竟占有多少的分量。

只要自己願意去解釋，願意站在別的觀點去省視，你將會訝異就算你捱過去或做

到了，其實對人生尊嚴而言，和沒有達成是一樣的。 
甚至有時可以用其他事情來取代，即使你沒有升官，沒有接下案子，沒有

賺到錢，但是你獲得家庭時間的投入、親子關係的改善，抑或父母關係的增進，

遠比做到這件事所獲得的金錢、名譽、地位來得多，在短時間也許看不出，但在

往後長期的人生中所具備的意義實大於個人金錢、名位和成就的取得。 
面對外在壓力，專家學者所告訴諸位的，除了藉著生理參數值的降低，或讓

自己經由各種運動轉移注意力，以及培養近程、中程、長程的興趣以外，最重要

的就是改變認知，改變評價，改變人生觀，不需要吃藥及任何生物療法來改善壓

力，如果沒有內因性的神經質化的性格的話，只要利用這三種方式就可克服壓力。 
 

情緒管理在於認知和調整自己的壓力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不必求助醫生的協助，只要願意花些時間去閱讀相關資

訊，敞開心扉去認知、了解自己，就可以慢慢調整、放鬆壓力，此即社會心理學



所謂的情緒管理之道。藉著不同的運動方式、文化興趣的培養、參加其他活動，

或家事的整理安排、親子互動遊戲的樂趣中轉移釋放這些壓力，而落實去行之。 
在從事紓解壓力的初期，積極地評估可能使自己解除壓力的東西及成效有多少，

再從中找到可行的方式在日常生活中反覆練習；一旦積極實行見出成效之後，就

容易在生活中一點一滴拿出來運用。這些紓解壓力的方式一定要落實在生活之中

實踐，反之，不能在生活中實行，絕對無法長期維持下去，不久，壓力又如雨後

春筍般再度湧現。 
在實行壓力紓解，情緒管理之初，必定要花費一些時間，立定目標及策略來

做，並嘗試不同的方法，從中找尋對自己有效的方式，再將這些方法落實在生活

中，變成一種習慣。 
例如我自己過去開車時面臨擁擠的交通總是心生煩亂，後來嘗試利用瑜珈、

靜坐等學習來的深呼吸、肌肉放鬆法或想一些其他計畫，讓自己不生氣，也許還

能面對交通亂相反覺得賞心悅目，或花了二十分鐘找到車位停進去，覺得自己完

成了一件傑作。也許各位覺得這簡直是天方夜譚，但我本人就是這樣的實踐者。 
過去我與各位一樣，為了停車問題積了幾十年怨氣，後來藉由閱讀書本、別人傳

授及自己領悟而來的體會，再這樣下去，至少要再花二十年傷害自己的腦細胞，

於是我改變既有的認知及行動，現在即使台北交通亂相依舊，我每天卻從不再為

停車而生氣。 
 

適當的壓力可以化阻力為助力 

專家有話云： 
如果你自己有衝突卻從來不解釋，每天日常生活中有相當難過的事情卻壓抑之，

身體就容易陷入莫名的緊張焦慮之中，如果你清楚自己每一個障礙念頭的升起，

而且能夠學習調整適應，恐怕你才會有成功的一天，而且這才是唯一聰明而正確

的作法。 
壓力確實帶給吾人身心相當大的影響，根據研究顯示：壓力沒有選擇，沒有

預期，適當的壓力是好的，太多的壓力是不良的，必須用很大的身心力量去平衡，

才能回復原有的平衡。壓力太少，人生顯得毫無意義，適當的壓力則可以化阻力

為助力及動力。 
你也許不免心生疑慮，什麼叫做適當的壓力，我們又沒有選擇壓力的權利，

因為壓力的特性是無所不在，因而唯有去適應它的變化。而壓力對吾人的影響，

從來不在壓力事件或壓力背後生活事件的本身，乃在於因應對壓力的看法和評

價，以及因應所要花費的身心力量。 



因應壓力之道在於壓力的看法和評價 

具有內因性神經質化性格的人，占全人口的 15％，必須尋求專業醫師的協

助去解決壓力，而其他 75％的人雖然不具有神經質特性，在生活之中仍備感壓

力，其因應之道，就在於對壓力的看法和評價而非壓力本身。 
專家常告訴我們壓力本身不重要，例如對因為升學課業壓力跳樓自殺的學生

來說，難道他們的同儕沒有同樣的壓力嗎？在今日的教育體系及父母殷切的期望

下，人人都希望自己的子女一路順利求學上去，一定會設定所謂的期望值。 
根據研究顯示，只要面臨求學階段轉換的學生，如考高中、考大學的學生所

面臨的壓力程度，所有學生並無二致。即使功課不好的同學壓力也不亞於課業好

的同學，而是每個人的抗壓性不同。 
由醫學可知，上述的自殺事件反應出自殺者的人格常具有某些特質，例如有

憂鬱症、情緒性病患或邊緣人格特質（占 80～90％）。他們自殺的原因中升學壓

力也許在時序上的關聯性十分明顯，但人生當中像這樣的事何止幾千、幾萬件，

升學之後還有就業、升遷、結婚、生子、教養子女、撫養父母等更多問題，而這

些日後壓力也許比課業問題有過之而無不及。 
 

自殺是具有精神人格病理特質者的症狀表徵之一 

為什麼別人面對升學壓力過得去，而唯獨他們不能呢？這些心理學上的特

質，今天在醫學上融合生物體質的解釋，告訴各位他們之所以會選擇自殺的原

因，大多數是因其特殊的精神和人格狀態，特別是人格狀態中的病理特質，自殺

是他們精神病理特質所呈現出來一個症狀表徵或行為出口。有如感冒會咳嗽，腎

絲球腎炎會有蛋白尿的症狀一樣。或者是說你可以決定這次自己的感冒不會咳嗽

嗎？答案是否定的，所以自殺之於他們，不過是病理特質的症狀，而症狀的出現

不是自己可以選擇決定是否會出現的。 
根據醫學的了解，大多數這一類的人，在其青少年階段就逐漸顯現症狀；換

句話說，其病理特質都是在 20 歲以前，就逐漸在大腦結構和功能發生明顯的障

礙和病變。所以他們的自殺念頭的出現連自己都不能掌控，別人更難以捉摸，即

使預防得了這一回，也難防下一次的自殺。 
如果今天他會因為功課壓力而自殺，難保明日不會因感情壓力而尋死。因之

大多數此類呈現精神人格之病理狀態者，他們在人生過程中，不斷對生命的態

度，生命的意義，生命的尊嚴感受，以及對生命的認同，都有不同於你我的特質，

他們亦往往對生命有負面及醫學上所謂扭曲的感受。自殺是他們對這些感受的一

種行為表徵及症狀出口而已。 
我們可以再舉例說明壓力不是來自壓力事件的本身，例如是否會因失戀而精



神異常，如果一次的感情事件就讓人懷憂喪志，那麼再一次的感情壓力，豈不令

人崩潰發狂，所以重點不在感情本身，而是他們對類似感情的人際關係及男女情

愛的情緒感受比一般人來得深，這種特質顯然不是當事人所能選擇或決定，也不

是輕而易舉可以克服，否則就不構成症狀及病態了。 
今日精神醫學最重要的進展在於告訴吾人雖然這些外在的環境、生活事件及

社會心理等因素，或當事人感受到是無法克服的刺激、打擊、壓力等這些外在因

素只是形成其症狀的誘因，主因一大部分是來自他們的體質，而體質的因素不是

當事人可以選擇的，試問你會故意選擇有焦慮症的體質嗎？故意讓自己有憂鬱症

的人格特質嗎？或者一個人有選擇生那一種病的權利嗎？而一旦罹病上身，我們

有權選擇出現那一些症狀嗎？疾病不是輕而易舉可以克服的。 
 

愈負面的感受愈易深植在腦海 

倘若幸運的，你是那些不具有病理特質的人，擁有完整成熟的神經系統功

能，如此當壓力來時，你才可以藉著改變自己的認知、評價和人生觀，平穩的度

過壓力低潮。壓力是可以累積的，從小到大的壓力可以輕易被喚醒足以影響今日

對壓力的感受及作為，因為人類的大腦的記憶庫驚人。 
在記憶能力喪失之前，所有過去負面事件烙印在腦海神經機制中的東西，

根據醫學的了解，其中愈是負面的感受，在記憶庫烙印的痕跡往往愈深，儲存的

穩定度愈高；反之，愈是新奇的感受則稍縱即逝。所以很多的壓力事件輕而易舉

地累積在大腦的記憶庫中，容易被喚起而影響日常生活運作，特別是長期慢性的

壓力。 
所以如果我們願意去認知自己的壓力，將占據大腦記憶庫很多空間的壓力條

列出來，再想想看如前所述的各種調整方法將之驅除。 
在壓力之下，人容易失去耐性，變得吹毛求疵，或特別追求完美，或無法去

處理曖昧不明的事情而迥異於自己平日的性格。別人也會覺得那時的你特別冥頑

不靈。同時因為自己已陷入壓力的情境，特別會排除對自己有利的資訊或措施，

及錯失採取有利行動的時機。 

壓力持續時期愈長愈容易有自閉傾向 

如果壓力持續的時間過長，自己無法抗拒時，就很容易採取自閉的方式，此

時會與原有建立的內心世界與外在處事方式，和所建構的人際關係中疏離出來，

讓自己在熟悉的環境中舔舐傷口。長期下來，就顯得自閉退縮，且對問題易有先

入為主的看法，自以為是。退成了坐井之蛙之後，更容易感受自己的挫敗、徒勞

無功及幻滅，於是更加的裹足不前，侷限自己於自閉化的空間內。 
一旦不斷被壓力所困擾，容易對前景感到悲觀，久而久之，易將挫折感誇



大為不幸的遭遇，因而容易做出錯誤的判斷及非理性的決定，身體也會出現不明

原因的病痛。而在壓力之際，身體容易感受出非特異性、模糊的、游走的、說不

出所以然的病痛，則是所謂的「全身到處都是病，檢查卻沒毛病」的標準心身症

狀了。 
此時感覺身體器官退化得較快，但又不知毛病出自那裏，因之對自己的健康

狀況也會蒙上一層憂慮。在壓力覆蓋之下，除了身體不適和退化外，對道德、倫

理的看法也會開始動搖，容易對現實環境妥協，信守承諾的人也變得不守信用，

很多認同、價值觀則迥異於平日。由於判斷的錯誤及偏頗，容易衝動行事，為原

有的壓力情境之下，更增加了出事的機會，於是又形成了新的壓力源。 
 

惡性循環的壓力下易引發持續性之憂鬱 

如此惡性循環的壓力，使人易忽略健康狀況，很難維持平日已經建構的規律

生活。又因為營養不均衡、缺乏運動、睡眠不足，身體常會覺得莫名的不舒服，

緊接著身體的真正功能也掉了一大截，易發生諸如記憶力減退、注意力不集中，

甚至自信心低落的情形，經常懷疑自己精神不濟或表現欠佳，身體是否得了疲勞

症和不治之症。由於自信心不足，更容易引發第二波續發性的憂鬱現象。 
這樣長期壓力的累積情形，在現今社會裏司空見慣，除了病人，腦筋有問題

或家財萬貫者外，幾乎人人都非常忙錄，但不知所忙為何，甚至對因忙碌而帶給

身心的壓力困擾也無暇去認知，每一個人似乎都在下意識中追逐忙碌的生活。 
忙碌對他們而言就是一種需要，煩躁的人需要藉著忙忙碌碌來安定自己層出

不窮的雜念，藉著瞎忙一場來填補自己空虛的心靈，無所事事的人更要藉著忙碌

來掩飾自己不安的心。每個人都有為自己必須忙碌的原因而忙碌，至於忙碌的價

值如何，甚至不必如此忙碌也可以完成同樣的目標，已經不是人們心中的重點。 
游手好閒在任何社會環境裡幾乎都是不名譽的狀態，忙碌就是不那麼沒出息及游

手好閒的最佳掩藏，也是讓自己感覺自己有價值和意義的安慰劑。好忙等於好認

真、好勤奮的同義詞，忙碌的當下，讓自己好似充滿成就及優越感。 
許多先生每天忙到夜歸，對太太抱怨自己的忙碌生活，但細察他們的表情

卻又是那麼的自得意滿，甚至形容自己忙碌得讓糟糠之妻無地自容。 
不僅是國內的人們如此，許多歐美國家過去以悠閒的下午茶而著名，如今也每下

愈況，人們在匆忙的腳步中隨便解決午餐，下午茶也是三口併二口的結束覺得浪

費時間。 
一個人要忙碌起來其實很容易，你可以積極參加辦公室所有的會議或寫報

告，如果無會可開，還可參加自己安排的會，如同學會、同鄉會、學術會、婦女

會、籌備委員會...，可以終年忙碌不休。 
 



不需藉忙碌來肯定自我價值 

相對的，如果想要閒下來，就可真要有一點本領。世界上大概只有極少數的

人可以不藉忙碌來肯定自己，他們知道忙碌對於成就乃至人生的價值及意義，根

本是二碼事。許多思想家、藝術家或什麼都不是的人，真正懂得寧靜致遠才是愜

意的人生，不消在倉皇忙亂中消耗有限的生命，他們最後的成就及評價也不亞於

一輩子庸庸碌碌的人。 
本人行醫已有二十年，剛開始也覺得自己每天忙碌得很有意義，忙著看診

外，也有國科會、教育部的計劃，帶學生、做老師，參加相關的學術會議，從早

忙到晚，如果暑假沒出國參加進修活動，還得忍受同儕及學生異樣的眼光。 
我個人感覺這樣的意義有限，儘管目前的工作型態及實質沒有太多更動，但

我改變認知，不再那麼忙碌，即使別人眼中的我仍然忙碌，但我的心境不忙，儘

管病人很多，還是不疾不徐地看完，吹著口哨走路回家。每經一段時日就回到原

點解釋省思一番，沉澱紛亂的生活，不讓壓力纏身，提供給各位一個參考。 
 

經常回到事件原點省視、沉澱壓力 

減輕壓力的絕招簡單到如同醫生所說的保健之道，方法有二： 
一、 維持規律、正常均衡的生活型態、飲食型態、運動型態及身心平衡的狀

態。 
二、 經常注意身體的異樣，從醫療溝通、醫療合作檢查及自己生活上的調

整，調整回到原點。 
這樣方法遠比你每天吃維他命，求不老之方，所獲得的健康層面來得大。舉例而

言，補充卵磷脂、DHA、靈芝、花粉、銀杏、褪黑激素等健康食品的意義往往

極為有限，無法有體質實質上的改善。 
如同醫師告誡肥胖者的減肥妙方只有二種方法：少吃與多動。肥胖的成因有 1/2
來自體質，有相當高的傳遞因素不是自己可以決定，唯有藉著飲食、運動來改善，

更無法憑藉藍色小丸子、媚登峰讓你擁有窈窕的身材。太快速的減肥方法，有

99％最後的結果是幻滅。就如同許多女性想從 B 罩杯升級到 D 罩杯，坊間有所

謂增胸妙方，所有的醫師皆斥為無稽之談。 
調整壓力的方法，不外在日常生活中保持一些符合醫學原則的方法：例如每

週至少從事一次有趣的活動，保有一些願意守密又樂於傾聽的朋友，有效管理自

己的時間，每天抽出部分時間沉澱自己的心情，去注意自己的壓力對人生的意義

為何，又譬如世間諸事，潮起潮落，榮華富貴轉眼成煙，又何必過於汲汲營營。 
根據本人從事的相關工作得知，許多在人生舞台中呈現光鮮面貌的人們，有八、

九成其生活品質甚至不如我們一般人，連自己的親人吃個飯局，都要經過轉接



三、四道電話，時間一改再改，每天忙得像無頭蒼蠅，人生好似充滿意義，一旦

離開職位或掉入別的年齡層或情緒狀態，他們會覺得自己一無所有。所以，也不

必羨慕名人的生活，自己的人生若經營的好，則絕不亞於他們。 
 

睡眠充足可以抗壓與消除負面記憶 

除此之外，如果你每天能勻出時間交交朋友，有充足的睡眠時間（6～8 小

時不受干擾的好睡眠）就能紓解部分生活壓力。許多名人以自己每天睡得少，就

能精神百倍而沾沾自喜，甚至可以分段補眠而昭告世人，實則人生雖苦短但又何

必急著向上帝搶時間。睡眠不但是恢復體力，維持精力的妙方，也是生理規律性

的調節之道，對中樞神經系統的發育，修補，及不好記憶的消除意義深遠，睡眠

之充足絕不會浪費時間和人生，睡眠不足則適足有害。 
每天至少要有一餐營養均衡，隨時對人表示關切，樂於助人，如果願意也可

以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並好好規劃自己的財務及下半生的生涯。 
讓自己每天進辦公室不覺得走進冰庫，從事相同的工作卻不會產生倦怠

症，你的壓力可能就輕得多；反之，即使無人限制你的自由，但總覺自己彷如籠

中鳥，不論在工作場所或家裡都呼吸不到自由的空氣，這樣的生活壓力將對身體

自然會產生不利的影響，甚至會波及心智功能，這些看似不足以致命的人生事

件，最後可能會奪走你寶貴生命的平穩度。 
所以壓力要列表去認識、調整，初始要肯花時間去尋求紓解的對策，慢慢就

可輕易落實在生活中實踐，如此一來即使有壓力，也不致困擾你，才是自己成功

的一天。 
至於 15％有神經質化性格的人，很難藉上述的方式真正去紓解壓力，必須

尋求醫療幫助，藉藥物穩固神經系統之後，再用方法調整才來得有效。對於神經

質化的症狀，藥物的治療可以改善六、七成以上的症狀。這些人口中有相當多人

不知如何就醫或羞於就診精神科，或不知精神科可以提供什麼協助，各位可以將

此篇文章內容分享他們，告訴他們醫學上已有很好的方法可以提供幫助，而讓優

質的醫療團隊有所貢獻。 
（轉載自聲洋防癌之聲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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