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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與港澳臺對心理健康定義的研究綜述 

胡偉堅1,2* ,陳培源3 

1心理分析研究院，澳門城市大學，澳門，中國 
2心理健康教育與諮詢中心，廣東金融學院，廣東，中國 
3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華南師範大學，廣州，中國 

摘要：本文通過結合中國傳統文化以及國際對心理健康的定義，對比中國大陸與港澳臺地區的學者對心理健康的不
同觀念，總結出心理健康的新定義，從而在未來的工作指導我們更好幫助人們，特別是未來中堅力量的大學生塑造健

康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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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隨著學習壓力、就業壓力、生活壓力等多方面壓力的

影響，當代人心理健康狀況有逐步下降的趨勢，抑鬱症與

焦慮症在人群中頻頻發生，個人心理問題已經成為社會上

突出的問題。有研究表明，心理問題最為突出的群體是大

學生，他們心理問題來源於心理壓力，而心理壓力主要來

自學業、父母對子女的期望過高、同伴交往、師生關係等

方面的壓力[1]。大學生年齡一般處於18-25歲，依據埃裏

克森的心理社會發展理論，大學生剛度過“自我同一性”

和“角色混亂”衝突的青春期，進入“親密”對“孤獨”

的突的成年早期階段，這一階段他們剛剛塑造好自己的人

格，但仍處於不穩定狀態[2]。然而，日益增長的社會競爭，

沒有給他們太多的時間去發展穩定的人格，就要在校園期

間面對著形形色色的壓力事件。如何“引導大學生理智地

面對這些壓力，塑造出健康的心理”已成為教育界、心理

學界與醫學界日益迫切的問題。 

2．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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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幫助大學生塑造健康的心理，就先從本質上瞭解什

麼才是真正的心理健康。國際上對心理健康有不同的定

義，首先是在1946年世界衛生組織（WHO）所發佈的健

康定義“健康不僅僅是沒有疾病或虛弱，它是一種生理、

心理和社會性全面發展的良好狀態” (Health is state of 

complete physical, mental and social well-being and not 

merely the absense of disease of infirmity.)，這裏是國際

上首次正式把心理健康與生理健康、社會性等同看待[3]。  

同年的第三屆國際衛生大會上提出，心理健康是指在

身體、智能及情感上與他人的心理健康不相矛盾的範圍

內，將個人心境發展成最佳狀態。可見，在國際範權威機

構對心理健康正式定義時，就與個人的“身體”與“他人

健康”相聯系，這表明心理健康的定義裏明確包含了個體

屬性與社會屬性[4]。 

世界衛生組織（WHO）在2001年出版了主題為《精

神健康：新的理解，新的希望》（Mental Health：New 

Understanding, New Hope）的報告，其中對心理健康作

出新的的定義：心理健康包括“主觀的幸福感、感覺到個

人的效能、自主性、和其他人的互動、可以實現個人在智

能及情感上的潛力等。”（Concepts of mental health 

include subjective well-being, perceived self-efficacy, 

autonomy, competence, intergenerational dependence, 

and self-actualization of one ’ s intellectual and 

emotional potential, among others.）[5]。 

在《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Concise Encyclopedia 

Britannica）中對心理健康的定義是：“個體心理在身體

及環境許可範圍內所能達到最佳功能狀態，但不是指十全

十美的絕對狀態。”這裏再次強調了個體心理健康與自己

“身體”與所處“環境”密切相關，表明了心理健康具有

個體屬性與社會屬性[4]。 

精神分析學派的弗洛伊德以精神病人為研究對象，他

認為心理問題的成因是由於人格結構中的本我 、自我和

超我三者之間的衝突所致，所以健康人格的核心就是要三

者相互平衡、協調的[6]。 

行為主義學派華生認為只需關注可觀察的、可測量的

行為，還有引起這些行為的外部刺激。他主要把人類行為

只看作是學習的結果，所以他認為人的各種心理疾病和精

神疾病也都是由於聯結所習得的一種不良行為反應。只要

改變強化模式，所有異常行為都能得到糾正[6]。 

對於心理健康的定義，過去的傳統理論大多以心理疾

病症狀等消極指標作為診斷標準，把心理健康單純地看成

“非病”，具有絕對化的缺陷。近年來，隨著積極心理學

的興起，研究者開始突破了過去僅以症狀等消極指標作為

診斷依據的傳統模型，進而融入了主觀幸福感的積極指

標，創新性地形成了心理健康雙因素模型（Dual-Factor 

Mental Health Model，簡稱 DFM）。積極心理學派認為

心理健康既有消極的因素，也有積極地因素[7]-[11]。 

國際上對心理健康有清晰的定義，但是中國（包括中

國大陸、臺灣、香港、澳門）是一個特殊的國家，有著五

千多年的獨特文化，因此中國的學者在吸收了西方學術界

對心理健康度的定義，也結合本土文化，探索出對心理健

康的新定義。另外，由於中國大陸與港澳臺由於地理位

置、文化背景、人口特徵等方面的差異[12]，因此兩岸四地

的學者對心理健康有著不一樣的見解。 

 

2.1港澳臺對心理健康定義 

2.1.1臺灣 

臺灣心理輔導工作開始於20世紀50年代，是兩岸四

地當中起步最早的，由於當時受到美國等西方國家興起的

“心理衛生運動”以及“心理輔導思潮”影響，大批臺灣

的專業人員前往美國進修，回臺後引進西方先進理念。因

此相對於兩岸四地，當時的臺灣對心理健康的研究工作是

最為成熟[13]。對於心理健康的定義，臺灣資深學者黃堅厚

認為心理健康有4條標準：能與他人建立和諧的關係；對

自身具有適度的瞭解；樂於工作；和現實環境有良好的接

觸[14]。 

近年來臺灣學者李相宜認為，心理健康的人能夠調適

自己的生活，為自己所處的社群帶來貢獻，而不良心理健

康的人卻會增加家庭、社區、國家的負擔。在她最新的研

究中，確認了“解釋風格”會影響心理健康知能概念，並

對青年生活以及學業產生影響[15]。 

臺灣的學者普遍認為心理健康的人，應與他人建立和

諧關係，同時是樂於工作的人，並對社群帶來貢獻，可見

臺灣的學者更重視個體的社會屬性。 

 

2.1.2香港 

香港對心理健康工作也起步較早，其中對高校學生心

理輔導是從20世紀70年代初起步，緊隨臺灣其後[16]。查

閱香港版的維基百科關於心理健康的定義，其主要採納了

普林斯頓大學與世界衛生組織（WHO）2001年對心理健

康的定義。鑒於世界衛生組織對心理健康的定義前面已經

描述，現在我們看普林斯頓大學的定義：心理健康（Mental 

Health）是指個人在心理幸福安寧的狀態，或指沒有精神

疾病的狀態，也指“一個情緒及行為調整都運作相當良好

的人，當時的心理狀態”[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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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心理學者嶽曉東認為要幫助學生塑造健康的心

理，除了在日常心理健康教育課程中傳授知識外，還要在

心理輔導中幫助學生增強自信心和自知之明，完善人格，

開發潛力。他認為心理輔導有五個原則：1.發展性原則，

幫助學生開發自我，成長自我，實現自我；2.辯證性原則，

讓當事人在困難中看到光明，培養學生辯證地看待困難；

3.啟發性原則，肯定學生的能力，推動學生思考，啟發學

生思維；4.疏通性原則，在心理輔導中要建立良好溝通關

係，靠宣洩鼓勵學生去說；5.階段性原則，要關注心理輔

導中開頭、過程、結尾等每一個環節[18]。 

內地學者樊富瑉通過到香港的交流，發現香港高校對

學生心理輔導的工作緊緊圍繞“全人發展”開展，不僅要

發展學生的學業，使其獲得發展事業的技能，同時要培養

學生德育、體育、情感、藝術、社交等方面的經驗，培養

他們良好的人格，幫助他們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以更好

地適應環境、適應社會[16]。 

我們從香港心理學者與香港高校對學生培養方針看

出香港學術界對心理健康的定義是具有全面性，即追求個

體的內部自我體驗，也追求與社會的相適應，兩者處於平

等的地位。 

 

2.1.3澳門 

澳門高校的心理輔導工作是從2000年開始，是兩岸

四地中起步最晚的[19]。對於澳門大學生的心理健康狀況，

陶劍飛等學者在2008年使用SCL-90量表對廣州、澳門5

所高校同時開展調查與對比，發現澳門新生心理健康狀況

好於廣州新生，也優於全國大學生常模平均值，提示澳門

大學生心理狀況優於國內大學生[20]，說明澳門的經濟相對

內地富裕，讓學生的生活得到保障，心理健康水準較好。 

澳門對於心理健康領域研究的學者大多引入自中國

大陸，所以其理念與中國大陸的相類似，但也由於其經濟

基礎優於內地，產業發展以博彩業與旅遊業為主，因而澳

門學術界對心理健康的觀念又有著獨特的一面。例如桑志

芹等澳門學者在2007年通過對澳門大學、澳門科技大

學、澳門理工大學三所澳門本土高校為調查對象，探究澳

門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開展狀況，總結出澳門高校心理健

康教育的模式是“以發展性輔導為主，個別輔導與團體輔

導相結合，多方面開展學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21]。可以

看出，澳門學者對心理健康的定義時以發展個體的個性為

主，重視個體的多元化，即在個體化與社會化中更尊重個

體化。 

  

 

2.2中國大陸對心理健康的定義 

到底什麼才算是心理健康，心理健康都有哪些標準，

在國內的心理學界也一直爭論不休，不少知名學者對於心

理健康的標準進行了討論、闡述與界定。 

 

2.2.1中國傳統文化中對心理健康的定義 

現代的心理學學科源於西方，目前國內對於心理健康

的研究也以西方理論為主，但卻忽視了在傳統的中國文化

中，傳統思想對於心理健康的標準和定義。所謂“以儒治

世”、“以道治身”，中國傳統思想對於心理健康標準和

定義的討論主要以儒、道兩家為主。 

道家對於心理健康的標準和定義主要是以自然為路

向。何為自然？《道德經》中第五十一章寫到“道之尊，

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很顯然，這裏的自然並不

是指客觀存在的自然界，而是指不加強制而順應自己本來

模樣和規律的狀態。而這裏的規律，也被道家稱之為

“道”。在道家看來，從橫向上，“道”是一種自然規律，

其蘊含在萬事萬物之中，萬事萬物都根據道的規律進行成

長；從縱向上，“道”又是萬事萬物的本源，“道生一，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道德經》第四十二章），

而最後，萬物又複歸於“道”[22]。所以，在道家看來，心

理健康的發展是有其自身規律的，且心理健康是一個發展

的過程，而心理不健康的產生就在於由“一”生了

“二”，卻由“二”生不了“三”，導致最終不能合

“一”的過程中。這個由“一”生“二”的過程，其實也

是人分化的過程。無論是在人類整體的發展史中還是在個

體自身的成長史中，人都在不斷的面臨著分化。簡而言

之，是“我者”與“他者”的分化，比如說人類與自然的

分化、傳統與文明的分化、個人與他人的分化、心理與身

體的分化、本真與社會的分化等。而這些分化，都會產生

對立之心、嫉妒之心、競爭之心、焦慮之心，由此而出現

心理問題。而解決這一問題的方法，便是“二”生

“三”，也就是複歸為“一”，抱樸守一，從而實現向

“道”的回歸，具體來說，就是在經歷了“我者”與“他

者”的二分之後，再以一個超越性的角度去看待世間的各

種分別與對立，從而減少妄為之心，實現人與身體、人與

自我、人與自然、人與他人、人與社會的和諧共處。而是

否能實現“我者”與“他者”和諧相處，也是道家檢測心

理是否健康的標準。 

儒家對於心理健康的標準和定義主要是社會路向

的。《論語·為政》中孔子對自己總結道“吾十有五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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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

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其中，“從心所欲”的

同時還提出“不逾矩”，可以看出儒家對於規範的遵從
[23]。這種規範，可以概括為兩個詞“孝悌”、“忠恕”，

也可以概括為一個字“仁”。正如《大學》中所說“修身

齊家治國平天下”[24]，儒家的“仁”道，是從個人推及到

他人、國家、社會的。在孔子時期，儒家強調的是如何“克

己複禮”，即什麼是“仁道”，如何行使“仁道”，從而

使家族、社會和諧，同時使自己的精神境界，即心理狀態

達到健康完滿的狀態。而到了孟子那裏，則為人為何要

“行仁”提供了心理說明，那就是人皆有“四端之心”，

即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這完善了

儒家的基礎思想，使個人心理、行為與社會道德規範達到

了雙重的一致，第一重一致就是心理情感與行為的一致，

第二重是自身行為與社會道德規範的一致。由此個人心理

對社會規範的自主性、悅納性和協調適應性，成為了儒家

判斷和定義心理健康的標準。 

 

2.2.2近代對心理健康的定義 

近代中國大陸對心理健康的關注，是隨著內地高校對

從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學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關注開始

的。由於中央和教育主管部門的重視，大學生心理健康教

育得到迅速發展，對促進大學生健康成長發揮了重要作用
[16]。 

綜合有關文獻，國內學者們確定心理健康標準的傳統

依據有六種[25-27]： 

1.以統計學上的常態分配作為標準，常態範圍內的屬

於正常、健康的，而偏離常態分佈的為異常、不健康的。 

2.以社會規範作為衡量標準，行為符合公認的行為規

範為正常的、健康的，反社會規範視為異常的、不健康的。 

3.以個人主觀經驗為標準，個人自覺痛苦、抑鬱、焦

慮，視為異常、不健康。這個標準更多時候只是一種輔助

依據，用在基本正常的人群適合，因為有些嚴重的精神疾

病患者反而自覺愉快，或自認正常健康，堅決否認有病，

這恰恰是異常、不健康的表現。 

4.以生活適應狀況為標準，善於生活的適應者為正

常，困於生活的適應者為異常。贊成這一標準的學者不

多，因為生活適應狀況不完全由心理才能和品質決定，生

活潦倒的人並非都是心理不健康的人。 

5.以病因與症狀存在與否為標準，這一標準以精神醫

學研究為基礎，有臨床症狀或病因者肯定是異常者，但是

這一標準適用範圍較窄，不適合運用在普羅大眾，而且無

此類病因與症狀這並不能都被認定為心理健康。 

6.以心理成熟與發展水準為標準，個體身心兩方面成

熟和發展相匹配這視為正常的、健康的，心理發展水準明

顯低於同齡人的視為異常的、不健康的。 

 

2.2.3“眾數原則”與“精英原則” 

以上6種判別心理健康標準的依據，除了第5種依據是

與臨床症狀標準相比對進行判別外，其餘5種依據遵從 

“眾數原則”，即假定全體人類群體中，絕大多數人的心

理行為是正常的，偏離這一正常範圍的心理行為可視為是

異常的。 

相對於“眾數原則”，人本主義學家提出“精英原

則”，認為人是有固有天性的，現實人性是在先天本性的

基礎上，通過後天與環境相互作用發展出來的。如果環境

提供了適宜的發展條件，人就能順其天性發展良好的人格

或心理品質；如果環境與人的天性所要求不一致，就有可

能扭曲、壓抑了人的天性，發展處不良的人格或心理品

質。代表人物馬斯洛提出了與眾不同的研究思路——“尖

端樣本統計學”，通過對世界近代史上38為成功名人，即

從人類極少數特殊個體的研究來得出關於普遍人性和健

康人格的標準，從而研究出人類自我實現的人的心理品

質。 

 

2.2.4對心理健康另闢蹊徑的定義——“適應”與“發

展” 

如江光榮認為心理學家研究心理健康標準，應以心理

機能的充分發揮為標準，這裏所謂心理機能就是指個人心

理活動的方式和特點，以及這種方式和特點在個人生活中

的有效性。其後江光榮分析了人性觀、價值標準、文化相

對性等影響心理健康標準制定的若干因素，並最後認為適

應和發展是心理健康考察的對象[26]。 

這一觀點受到許多學者的認可，如胡江霞非常贊同適

應和發展是心理健康考察的基本對象，並認為“心理健

康”的就是指既有個體性（發展性、自主性）的一面，同

時也有社會性（適應性，規範性）的一面，並結合孔子“從

心所欲不逾矩”加以說明心理健康的定義[27]。 

劉華山提出相類似的觀點，認為的心理健康是一種狀

態，更是一個過程，即心理健康不是一種靜態的平衡，而

是要在平衡—不平衡中追求有效的自我調整。同時劉華山

強調心理健康狀況應兼顧內外兩個方面，即從內部狀況來

說，人的各項心理機能健全，人格結構完整；從外部關係

來看，人的行為符合規範，人際關係和諧[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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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增學對比了國內外多篇關於心理健康定義的文獻

後，總結出一個關於心理健康一致性的定義，那就是“內

部協調與外部適應相統一的良好狀態”[6]。 

現在健康不代表未來健康，過去不健康不代表現在不

健康，這個是一個自我調整與社會環境相互作用的過程。

葉一舵認為心理健康的標準就是個體適應正常或良好，所

以他把心理健康標準從橫向分為“心理適應（自我適

應）—社會適應”，從縱向分為“發展適應—生存適應”

兩個維度，這兩個維度相互結合，共同形成一個心理健康

標準的“二維結構”[29]（如圖1所示）。 

 
圖圖1 心理健康標準的二維結構（圖片作者自攝） 

“二維結構”很好地詮釋了心理健康中自我與社

會、生存與發展的關係。但是如何評價“適應”的良好與

否，如何制定這個“適應”的操作性定義，並把這個操作

性定義用在心理測量中，以上學者沒有明確的界定。也就

是說在思辨的層面，雖然心理健康有相一致的描述性定

義，認為心理健康的實質就是自我與社會、適應與發展之

間相互調整平衡，但是在實踐層面沒有制定明確的操作性

定義，這樣不利於在現實中對心理健康進行客觀的觀察與

測量。 

 

2.2.5兩岸四地中對心理健康最權威的操作性定義 

鄭日昌在2005年綜合多種傳統心理學理論與新興積

極心理學理論，對心理健康做了全面的定義：(1)心理健康

既視作一種充滿生命活力、能夠有效地發揮個人潛能、適

應社會環境並有積極的內心體驗心理康能狀態，又看作健

全人格和積極樂觀的人生態度；(2)對評估心理健康是不應

只是看到各種症狀和人格缺陷，而要同時從積極的方面評

估他們所達到的健康水準；（3）人格作為一種綜合性的

心理品質，不僅與個人的心理行為有直接的聯繫，也會明

顯地影響個體的社會適應，人格的差異雖然不能解釋為心

理健康水準的差異，但是可以為科學認識心理健康及其影

響因素提供一種動態的機制，所以人格是心理健康各種因

素中居最重要的地位。 

他經過多方面的實證研究，根據對心理健康的本質的

分析，以及影響大學生心理健康主要因素提取，他建立了

心理健康的因素模型（如圖2）。其中，“心理應激”看

做先行因素，“適應”和“心理困擾”看作是結果反應。

不同的人遭遇相同的應激源，會產生不同的結果反應，即

不同的心理和生理反應。因為不同的人，會擁有不同的人

格特徵，因此即使面對相同的應激源，不同的人格特徵會

產生不同的態度和認識評價，並採用不同的應對方式，因

而導致人們對同一個應激源產生截然不同的結果反應[30]。 

 
圖2 鄭日昌的心理健康因素模型（圖片作者自攝） 

這是國內第一次從全國範圍構建出專門針對中國大

學生、結合積極心理學雙因數理論、植根於中國社會文化

的心理健康因素模型。根據該模型，鄭日昌的團隊編制了

4個中國大學生使用的心理健康相關評定量表，分別為：

1.《中國大學生心理應激量表》（CCSPSS）用來評估精神

壓力；2.《大學生人格量表》（CCSPS），用來測量大學

生的人格特點；3.《中國大學生適應量表》（CCSAS），

用來評估大學生適應狀況和調試能力；4.《中國大學生心

理健康量表》（CCSMHS），用來評估大學生心理困擾症

狀。由該4個量表組成的心理健康測評系統，已經被試用

於全國91所普通高等學校，其中包括教育部直屬的72所

高校[31-32]。可見，模型經過理論與實踐，是目前國內最有

權威性的大學生心理健康因素模型。 

2.3心理健康新的定義 

結合前面所綜述的心理健康的描述性定義中，普遍學

者都認為心理健康包含“適應”與“發展”，但是鄭日昌

的心理健康因素模型中只有“適應”因素，沒有“發展”

因素，因此本論文加入“發展”因素。考慮到人們是“先

適應環境，然後在此基礎上再謀求發展”的邏輯關係，因

此把“發展”因素放在“適應”因素之後，建構成新的心

理健康因素模型（如圖3），該模型有五個維度：心理應

激維度，人格維度，心理困擾維度，適應力維度，發展維

度。其中，“發展”是心理健康最高級的水準，是在適應

環境後，發揮個人潛能，對社會做出發展性貢獻，這也是

馬斯洛人文主義所說的“自我實現”的水準[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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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新的大學生心理健康因素模型（圖片作者自攝）

3．結論 

新的大學生心理健康因素模型，是在對比了中國大

陸、港澳臺地區的學者對心理健康不同觀點的基礎上，結

合中西方文化，對心理健康做出新的定義。根據心理健康

因素新模型，心理健康新的定義是：當心理刺激作用於個

體的時候，由於不同個體有獨特的人格特質，所以產生不

同的結果，當個體適應不了心理刺激時候就會出現心理困

擾；當個體適應了心理刺激後，就能恢復平衡；當個體在

適應後還能對自身心理素質有所提升、或對周圍環境有所

促進，就說明達到發展。新的定義體現出西方心理學的唯

物論思維，解釋了環境與個體的關係，同時也蘊含了中國

傳統文化道家所推崇的“我者与他者和谐相处”、儒家所

宣導的“隨心所欲不逾矩”，即釋放了自己內心，達到內

心需求與外界的平衡，也能保持不破壞邊界，甚至促進環

境發展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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