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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有經前症候群者進行正念課程之體驗歷程 

 

藍菊梅* 

 

摘要 

 

研究目的：探討正念課程對於大學生經前症候群及正念覺察介入的體驗歷程。研究方法：

使用質性取向研究，以立意取向方式收取研究參與者4人，皆為有經前症候群及願意參

與練習的大學生。研究工具為：正念及經前症候群量表。質性資料為：課程全部結束後

的四份開放式問卷，及每次練習後的反思資料39份，量性資料收集前測、後測、三個月

後追蹤資料共12份。資料分析部分採內容分析。研究結果：大學生的正念課程體驗歷程

為：不同的正念練習內容產生不同的身體與情緒感受，做身體掃描時，對於指導語產生

正負向反應、覺察身心變化歷程及獲得正向情緒與能量；做躺式瑜珈時，能覺察呼吸、

環境、身體動作與肌肉張力的變化及覺察練習的益處與限制；進行靜坐練習時，有專注

的經驗及覺察正念練習時的阻礙；進行立式瑜珈時，感受到身體的緊張、放鬆與酸痛及

覺察練習正念的狀態。有三位研究參與者的經前症候群症狀改善，但有一位認為症狀沒

有改善，原因為可能是不夠專注與瞭解正念歷程，研究顯示：大多數研究參與者認為正

念課程有助於改善經前症候群及促進覺察能力。研究結論：經前症候群大學生者進行正

念課程可能有機會促進對身體的覺察及改善經前症候群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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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台灣女性自初經來潮至停經，一半以上的女性曾有過症狀困擾，而其心理情緒的影

響及疼痛，最影響其日常生活，其中「經前症候群（Premenstrual syndrome, PMS)」的症

狀最多（陳偉瑀、陳安妮，2013），至少有五分之一的女性經歷到中到重度的經前症狀，

主要包括身體與心理症狀（Rapkin & Mikacich, 2013）。梁幸如、潘婉琳（2007）發現39.54%

的青少女有經前症候群至少一項。PMS或經前不安症（premenstrual dysphonic disorder；

PMDD）是青少女常見且普遍存在並會造成失能的疾患（Rapkin & Mikacich, 2013）。筆

者於大學任教期間，常審核女學生的假單原因為生理痛，會因此延誤考試、影響學業及

日常生活。因為大學女生的經前症候群有相當高的盛行率，因此對於年輕女性應透過書

本、工作坊、媒體，讓他們學會確認症狀和應用非治療性方式減輕症狀（Naeimi, 2015）。 

1979 年 Kabat-Zinn 博士創立「正念減壓」課程，使用於焦慮及慢性疼痛病人有改善

效果，.之後用正念來減輕壓力、沮喪、藥癮、病痛的研究快速發展（引自溫宗堃，2012）。

國外有許多研究發現：支持正念可促進大學生的心理與身體健康（Roberts & Danoff-Burg, 

2010），幫助意圖進入助人專業的大學生，使其知覺壓力顯著降低、正念及自我熱忱顯

著增加（Newsome et al., 2012），以及減輕大學生的酒癮問題（Bodenlos et al., 2013）。

正念團體亦可協助即將進入助人專業的大學生，獲得自我照顧及持續在其專業領域工作

（Newsome et al., 2012）。大學生 PMS 相關之研究集中在症狀出現 （Naeimi, 2015; Sitwat 

et al., 2013）及瑜珈運動（沈文文等，2012）的效果，使用正念課程介入大學生 PMS 的

措施較為缺乏。 

正念減壓訓練（Mindfulness-Based Stress Reduction；MBRS）對於疾病患者的症狀

改善有幫助，包括：能有效降低乳腺癌病患的壓力知覺，改善其憂鬱焦慮情形（張佳媛

等，2015），治療癌症病人疼痛（胡文郁等，2011）；使用正念訓練（Mindfulness Training；

MT），於抑鬱症病人，對其情緒調節、睡眠改善及提高自尊方面有助益（譚鈞文、吳和

鳴，2009），降低焦慮、憂鬱情緒（楊淑貞等，2007）、增加幸福感（楊淑貞等，2007；

劉玉文，2015）。故研究者認為正念課程對於大學生經前症候群造成的身體及心理症狀，

應可能有改善效果。正念課程的研究，應再探索如何維持及推廣效果，瞭解學生從中得

到哪些益處（Oman, et al., 2008），及團體動力對於正念覺察的影響（Newsome et al., 2012）。

故本研究希望設計正念課程介入，瞭解其練習歷程及對於PMS的影響。 

 

一、經前症候群 

 

女性會於月經來潮前一、兩星期出症狀，在經期開始之後症狀就緩解或完全消失（胡

純彰，2009；Rapkin & Mikacich, 2013）。經前疾患開始於青少年時期，至少有20%經歷

javascript:;


3 

 

到中度到重度的經前症狀包括：身體與心理症狀，經前不安症是一種嚴重的經前症候群

的形式（Rapkin & Mikacich, 2013）。依照精神疾患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ent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5）的診斷標準，經前不安症要符合以下特徵：

A、在過去一年大部分的月經週期，其月經來潮的前一週，出現下列B和C的症狀至少五

個，月經開始後症狀改善，月經來一週後症狀變少；B、至少有一個下列症狀：（1）情

緒不穩定；（2）易怒；（3）憂鬱情緒、無望感、自我貶抑思考；（4）焦慮；C、至少

有一個下列症狀：（1）對日常生活興趣降低；（2）專注困難；（3）精力缺乏；（4）

食慾改變、吃的過量或渴望食物；（5）睡眠太多或太少；（6）主觀感覺被情緒淹沒或

失去控制；（7）身體症狀例如：乳房觸痛、腫脹、關節或肌肉疼痛腫脹、或體重增加；

以上症狀造成顯著困擾或失能；症狀不因情緒、焦慮或人格疾患而使症狀加劇；症狀是

在兩次週期循環中可以預期的；當不服用口服避孕藥時症狀會出現（Kring, Johnson, 

Davison, & Neale, 2013/2014, p.132）。經前不安症會導致社會或工作功能的缺損，因為症

狀包括：情緒和行為症狀（如：躁動、憂鬱情緒、緊張、不安情緒為主），身體抱怨（如：

乳房漲痛及腫脹）等，影響婦女的整體功能及生活品質（Cunningham et al., 2009）。 

關於大學生PMS的研究，Naeimi（2015）發現：36.3%的學生苦於經前不安症，85.6%

有經前症候群，其中嚴重的經前症候群症狀佔7%，42.8%和35.8%是中度及輕度；最常見

的情緒和身體症狀是：疲勞及疲倦（72.6%）和腹痛（62.7%），PMS顯著的與月經困難

（dysmenorrhea）和嚴重的經痛有關。Sitwat等人（2013）發現大學生常見PMS包括：易

怒（71.05%）、疲倦（86.84%）、便秘（30.76%）、loose bowel（17.65%）、食慾增加（42.65%）、

食慾減少（51.74%）、乳房觸痛（67.65%）、脹氣（47.06%）、攻擊性高（29.41%）、憂鬱

（13.24%）、失眠（14.71%）、心情不穩定（5.88%）、生氣（7.35%）。 

PMDD 因伴隨有情感的症狀，在治療成人有效的方式對於青少年也是有效的，PMS

可藉由教育疾病的本質、促進鈣的攝取、進行運動與減輕壓力來減輕症狀，但對於嚴重

的 PMS 或 PMDD 則需要使用藥物治療（Rapkin & Mikacich, 2013）。PMDD 會顯著的增

加負向情緒、沈思、降低正向情緒、與自我接受度，若要減輕沈思性思考（ruminative 

thoughts）和促進自我接受，建議可使用以正念為基礎處的介入（mindfulness-based 

interventions）（Beddig et al., 2020)。認知治療取向使用來治療 PMS/PMDD 時，治療目

標是要去確認和重建不適應的認知與行為型態、幫助個案更真實的評估與因應內在及外

在引發症狀的因子，促進個案的功能（Lustyk et al., 2009）。女性得到與月經相關問題的

教育、生活型態的改變、認知行為治療、鈣或 Vitex（類似鈣質補充物），可能對於減輕

症狀有效，使用 SSRIs（selec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s）對於嚴重程度的 PMS 青

少女有療效（Rapkin & Mikacich, 2013）。文獻亦發現體適能活動對健康及 PMS 有幫助

（陳偉瑀、陳安妮，2013）。 

    以上文獻顯示：PMS症狀包括：情緒和行為症狀及身體抱怨等，原因多被認為與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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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蒙改變有關或認為其致病機轉不明確。症狀嚴重者會嚴重影響日常生活，故顯示症狀

的產生對女性的身心健康帶來重大影響。 

 

二、正念課程 

 

（一）正念與身心健康 

正念（mindfulness）是基於佛教哲學基礎而來，最早出現於古代印度的哲學書中，

它是一種尚未進入概念或確認之前瞬間過的覺察，正念的訓練是要滋養人們，時時刻刻

可以停在開放與覺察的能力，而不要去捉取感覺或是批判它，練習者本身的角色就是一

個公正的觀察者，觀察經過或注意的事情包括：身體感覺、聲音、思考、情感等；正念

減壓的計畫會幫助人們有專注訓練及不批判及開放性的經驗，帶著好奇及不批判的態度

時時刻刻的去覺察（Bahl et al, 2013）。 

正念覺察與身心健康有顯著關係。譚鈞文、吳和鳴（2009）使用正念訓練（mindfulness 

training；MT），發現正念訓練治療抑鬱症有很好的療效，對病人的情緒調節、睡眠改善

及提高自尊方面有助益。害怕、快樂與正念、同理、自我批評、憂鬱、焦慮及壓力有高

度的相關（Gilbert et al., 2012）。有研究者整理正念治療的改變及其模式，並發展出四

諦正念調適模式，來促進助人者的自我照顧（蘇倫慧、賴志超，2014）。研究顯示：正念

瑜珈（mindfulness yoga program）計劃讓父母與兒童更能覺察他們的思考與感覺，使其

情緒改善（Mak et al., 2019）。精神疾病高危險群之孕婦，提供十週之正念瑜珈介入，結

果顯示憂鬱症狀顯著減少、母嬰依附（maternal-fetal attachment）顯著增加（Muzik et al., 

2012）。MBSR可治療慢性疼痛（溫宗堃，2012），正念可降低大學生的壓力、增加正向

健康知覺和健康行為（Roberts & Danoff-Burg, 2010）。大學生的知覺壓力與正念呈負相

關，與睡眠呈正相關（徐慰等，2013）。  

正念介入的研究對於大學生多種議題的處理皆有其效果，可改善大學生的飲食、飲

酒及情緒。大學生做正念練習與吃過多及正餐不吃有顯著負相關（Bahl et al., 2013）。對

女大學生 12 位進行十次（第 1 次團體介紹、第 10 次整理經驗，8 週進行正念減壓）團

體，每次進行 50 分鐘，週間有家庭作業，發現參與者在個人及人際部份有正向結果，

覺得正念減壓團體對學業、飲食、睡眠及關係有益處（Thomas et al., 2016）。正念傾向

（dispositional mindfulness）是個體健康的保護因子，藉由對身體時刻的覺察，使大學生

降低有害的飲酒行為（Christopher et al., 2013）。在 310 位大學生的研究發現：正念與飲

酒問題、壓力呈顯著的負相關，故推論正念減壓療法與其他的正念計畫可減輕大學生的

壓力引起的飲酒問題（Bodenlos et al., 2013）。顯示正念可促進身心健康。 

研究者認為在處理經前症候群症狀時，應較少強調思考與行為的修正，較多強調接

受與正念，這是因為 PMS/PMDD 症狀有獨特與不一致之處，症狀是自然與健康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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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有循環性即可預測的本質，回顧認知行為治療（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CBT）

取向的介入研究，發現此取向對於 PMS 和 PMDD 是有助益的；月經對於許多女性來說，

在強度及間期，有一致跟不一致的症狀部份可能是可以預測的，這是採取介入時需考量

的症狀獨特性，心理治療的介入讓女性感受到較不嚴重的月經相關症狀，新的認知行為

治療取向，例如：正念可被使用來做為自我照顧來處理經前症候群的症狀，未來應發展

可近性高、可負擔的，增加 PMS/PMDD 症狀自我處理效能的多模式治療（Lustyk et al., 

2009）。 

由以上研究發現：大學生PMS的症狀包括情緒（憂鬱、易怒、心情不穩定）和身體

症狀（乳房觸痛、失眠、食慾增加或減少）（Naeimi, 2015）。正念可改善情緒（Mak et 

al., 2019）、減輕憂鬱（Muzik et al., 2012）、治療疼痛（溫宗堃，2012）、改善睡眠（徐慰

等人，2013）及飲食（Bahl et al., 2013）、增加健康行為（Roberts & Danoff-Burg, 2010）。

故本研究預期正念課程可以改善經前症候之症狀。 

 

（二）正念課程設計及相關研究 

MBSR 的目標為協助個案活在現在，而非沈思在過去或過份關注未來，通常治療師

會鼓勵個案將正念帶入日常生活的活動包括：站立、走路及飲食中，鼓勵其每天做 45 分

鐘的冥想（meditation）練習，教導其做立式冥想（sitting meditation）及正念瑜珈（mindful 

yogu），使個案可以透過體驗學習及自我發現過程來滋養正念；而 MBCT 會使用認知行

為治療，及整合 MBSR 的技術，目標為改變個案對於負向思考的覺察，個案會被教導如

何有技巧的對於自動化負向思考型態作反應，強調體驗學習、諮商當下練習、從回饋中

學習、完成家庭作業、應用所學於諮商外情境中（Corey, 2013）。 

正念課程內容包括：身心運動及靜心；在 30 位大學生的正念介入研究中，其中 7 位

進入治療組，11 位在等待治療名單，有 12 位在正念介入前就中途退出，治療組給予 10

次 70 分鐘的 Kouk Sun Do（一種身心運動；每週三次），在四週期間完成，然後測量其

特質性焦慮、憂鬱症狀及一般的壓力因應自我效能，結果發現：治療組比控制組，其特

質性焦慮及憂鬱症狀顯著降低，質性資料顯示，參與者報告自我引發的放鬆效應使其焦

慮降低（Kim et al., 2013）。有研究使用陰瑜珈（yin yoga）和正念，幫助受試者暴露於

內在刺激的思考、感覺、身體感受的經驗中，練習對經驗觀察、接受及不反應，經過五

週共 10 次的介入後，可降低受試者的壓力與憂慮，增加正念覺察，也發現使用團體情

境讓個人學習使用工具與方法，可催化自我引導的練習（Hylander et al., 2017）。掌控情

緒技巧（Mastering emotions technique, MEMT）是一種以瑜珈為基礎之冥想技巧，用來

做情緒調節，大學生一天做 MEMT 45 分鐘，持續兩週後發現其負向情緒顯著降低，正

念增加（Patel eet al., 2018）。 

大學生正念團體的研究設計方案，例如：31位助人專業大學生的研究中，提供團體



6 

 

活動包括：冥想、瑜珈、身體掃瞄運動、氣功，團體成員於團體前、中、後及追蹤期間，

完成：「知覺壓力量表」、「正念態度覺察量表」、「自我熱忱量表」，結果顯示：其

知覺壓力顯著降低、正念及自我熱忱顯著增加（Newsome et al., 2012）。另有研究者將

大學生分成三組，分別為以正念減壓（MBSR; n = 15）, Easwaran的八點計畫（Easwaran’s 

Eight-Point Program; EPP; n = 14；內容包括：冥想、專注、回憶一個有線索的字、速度

放慢、超越、閱讀反思、冥想的觀點）及控制組（n = 15），介入組每週一次，共八次，

一次九十分鐘，之後給予前後測及八週後追蹤，結果顯示 MBSR 和 EPP在八週後的後

測無顯著差異，但此兩組與控制組比較則發現，其壓力知覺下降、寬容感（forgiveness）

及希望感上升，且其沈思（rumination）有減少的趨勢（Oman et al., 2008）。 

上述研究顯示：正念課程或團體的設計內容多為：週間課程或增加週間練習的課程，

內容包括：正念瑜珈、身體掃瞄、靜坐及移動冥想的練習，加上壓力或負向認知、以及

正念或活動練習的討論，研究設計有分介入組及控制組。文獻認為未來研究可找出正念

課程之足夠產生效果的量（例如：長度、諮商次數），以瞭解實際臨床使用上的效果為

何（Grant et al., 2013)。故本研究參考 Muzik 等人（2012）對精神疾病高危險群之孕婦設

計十週可減輕憂鬱，Thomas 等人（2016）對女大學生設計十次團體（每次 50 分鐘），包

括 8 次做正念減壓練習可改善睡眠及飲食。研究設計每週一次一小時練習課程，共十次，

看其對於經前症候群的效果及歷程。本研究目的為：瞭解正念課程對大學生知覺經前症

候群及正念的體驗歷程。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及步驟 

 

本研究對象為研究期間之某私立大學之女大學生，本研究方法為：質性取向研究，

收集正念課程過程中及結束後之質性資料，輔以量表做前後測測試呈現描述性資料。 

研究者將大學生以經前症候群量表篩選，以PMS有症狀之大學生，及有意願參與研

究者進入正念課程，研究參與者為大學生4人，參與每週一次一小時練習課程，共十次

（45分鐘練習加上15分鐘體驗記錄或兩兩分享）。研究參與者之正念及經前症候群量表

施測時間為：課程開始前做前測，課程結束後及結束後三個月做後測。結構性問卷共12

份。收集每次課程後介入組成員填寫體驗反思單共收集39份，課程結束填寫質性問卷4

份。 

研究過程經過國立成功大學人類研究倫理委員會審查（104-279）通過之後，於民國

106 學年度下學期初，招募研究參與之大學生，原本五人，其中有一人於參加完第二次

正念課程後因團體時間及個人因素無法配合課程而退出，研究進行於民國 106 學年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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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中共 10 週，研究者按照倫理委員會通過之審查文件進行受試者知情同意及完成相

關研究流程。 

 

二、研究工具 

 

研究者使用基本資料、經前症候群量表及五向度內觀量表為研究工具，正念課程亦

敘述於後。 

 

（一）基本資料 

參考文獻自行編製，並加上基本資料包括：年齡、年級、身份別（僑生、外籍生或

本國生）、成績、月經是否規則、是否有婦產科的疾病、月經來潮對於生活的影響、家

人經前症候群病史、生活習慣及生活困擾、精神疾病、身心障礙程度等。研究者列這些

資料是假設與 PMS 可能有關，列為受試者基本資料參考。 

 

（二）「經前症候群量表」 

量表為作者參考 Naeimi（2015）、Steiner、Peer 與 Palova（2011）修訂之 premenstrual 

symptoms screening tool revised for adolescents（PSST-A）及張本聖、徐麗瑜、黃君瑜、

古黃守廉、曾幼涵等人（譯）（2014）的經前情緒障礙診斷標準（p.201），發展成 23 題

兩個向度：心理（10 題）及生理（13 題）經過項目分析後沒有刪題完成正式量表。「經

前症候群量表」是評量過去一年內的情形，分為月經來潮前一、兩星期出現症狀的嚴重

程度及緩解程度，嚴重度（分為沒有、輕、中、重度；依序給 0、1、2、3 分）分數越高

代表症狀嚴重度越高；月經來潮後的緩解症狀分為：沒有症狀、會持續、緩解或消失（依

序給 0、1、2、3 分），症狀緩解度總分越高代表有出現的症狀緩解程度越高。量表之內

部一致性 α 值為 .930、.910；嚴重度量表之驗證性分析結果顯示：CFI、NNFI 及 RMSEA

為 .958、.948 及 .049（藍菊梅，2017）。此部份為評估受試者的經前症候群分數。 

 

（三）五向度內觀問卷 

此問卷為評估目前正念情形，使用五向度內觀技巧問卷（The Five Facets of 

Mindfulness Questionnaire；FFMQ）（Baer, Smith, Hopkins, Krietemeyer, & Toney, 2006），

由李鈺華（2012）的翻譯中文版問卷，量表分為五個向度：觀察、描述、行動與意識、

不判斷及不反應，共有 39 題，採用五點計分：從未或非常少、很少、有時候、通常、很

常或總是，分別給 1～5 分，分數越高代表正念態度越高。量表之內部一致性 α 值為.683

（藍菊梅，2017）。此部份為評估受試者的正念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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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正念課程 

本課程參考 Muzik 等人（2012）及 Thomas 等人（2016）的 MBSR 課程，設計每週

一次一小時練習課程，共十次，每次皆由研究者口頭帶領，或是播放 CD 45 分鐘正念瑜

珈或呼吸、靜坐練習，加上 15 分鐘體驗記錄或兩兩分享，受試者在團體諮商室都能照

研究者或 CD 音響口語指示動作，受試者學生相當投入，詳細內容見表 1。 

 

表 1  

本研究正念課程計畫 

 

時間／週次 目標 內容 器材 

連續十週練

習，每週一

次、一次一

小時 

1.監測在家練習情形 

2.團體練習正念 

第一次：研究過程解說及呼

吸練習、慈心禪 

第二次：身體掃瞄 

第三次：躺式瑜珈 

第四次：靜坐 

第五次：立式瑜珈 

第六次：立式瑜珈 

第七次：靜坐 

第八次：躺式瑜珈 

第九次：身體掃瞄 

第十次：行動覺察、正念的吃 

CD音響、體驗記

錄單、「研究問

卷」（將在團體開

始第一週、最後

一週及三個月後

測量） 

  

（五）質性資料 

1. 體驗反思單 

    此為介入組成員於每次正念練習完填寫，內容包括：日期、練習項目及反思。 

2. 開放式問卷 

此為介入組於全部課程上完後填寫，內容包括： 

（1） 您的月經來潮前的身體及心理上的變化有哪些？ 

（2） 您自從參加正念課程之後，每週大約會做幾次，一次多久的正念練習？ 

（3） 您主觀知覺正念課程對您的影響為何（包括練習及紀錄）？包括：身體及心理的

影響為何？ 

（4） 您認為正念課程對於自己專注在個人即刻的經驗有何影響？ 

（5） 您認為正念課程對於自己對經驗接受的態度有何影響？ 

（6） 您認為正念課程大約進行到哪個時間點（例如：12小時研習、1～10次團體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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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自己開始覺察正念課程對自己的影響？ 

（7） 您認為正念課程對於自己的經前症候群的改善是否有幫助？幫助是什麼？（例如：

改善哪些症狀？哪些沒有改善？） 

（8） 若您認為正念課程對於自己的經前症候群有沒有幫助？您覺得原因是什麼？ 

 

（六）正念課程內容 

課程分為10次，每次1小時，課程帶領者為研究者本人，研究者為某國內大學輔導諮

商相關研究所博士，具有諮商心理師執照，受過正念減壓訓練36小時課程訓練。課程第

1次填寫前測問卷、研究同意書、介紹正念減壓概念、解釋研究歷程、練習正念呼吸。第

2次至第9次，重複練習身體掃描、躺式瑜珈、靜坐及立式瑜珈各兩次，每次練習45分鐘，

10分鐘書寫反思記錄，5分鐘簡短團體分享。第10次進行正念的吃，及填寫後測開放性問

卷。 

 

三、資料分析 

 

研究資料使用 SPSS 18 .0 建檔，在瞭解大學生量性資料部份，進行描述性資料陳述。

質性資料部分採用內容分析法，資料採內容分析方式，過程分為兩個部份，第一部份是：

描述資料內容的特徵；第二步是：應用規則界定與分類特徵（鈕文英，2014，p. 264）。

每次正念課程後的體驗反思單，編碼採用「活動代碼」（經常發生的活動或行為）（鈕文

英，2014，p. 249），例如：「I4-20181019-B1」：其中：「I4」表示是編號 I4 的研究參與者；

「20181019」表示為其做正念練習的日期；「B1」表示受試者對於正念練習項目的第一

段填答內容。正念介入後的開放式問卷，編碼採用「情境定義代碼」（對研究場域、主題

和研究參與者的一般性描述）（鈕文英，2014），例如：「I2-1」：其中：「I2」表示是研究

參與者編號；「1」表示參與者者對於第一個研究問題的填答內容。 

評價質性研究的嚴謹度（rigour）指標為：確實性（credibility）、信賴性（dependability）

及確認性（confirmability）、可轉移性（transferability）（Lincoln & Guba, 1985）。在確

實性部份：本研究藉由研究者在現場參與及執行正念課程及持續觀察來促進確實性，研

究分析文本由受試者在正念練習後書寫，是在研究者帶領正念課程之教室發生，並由研

究助理將書面轉成電子檔，也請學生看完分析後提供分享如下：「在看文章的過程中，

覺得很貼近，看到後面發現可能這個代號指的是我自己，覺得自己很好笑，看到後面才

發現那應是自己，覺得做正念練習過程剛開始身體會酸痛，做幾次後有較習慣，覺得的

確對於自己的月經症狀的改善有幫忙」。增加信賴性及確認性的過程為：研究者將研究

過程收集的書面紀錄手稿、電子檔，資料分析過程文件都備份，支持研究分析的結果。

可轉移性部份：研究發現與建議可於研究情境外的大學生及健康促進人員使用，並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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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資料收集方式、研究步驟、資料分析等研究過程等，可供其他研究者參考，以增加

可轉移性。 

 

參、研究結果 

 

一、大學生的基本資料及症狀描述 

 

參與研究之大學生之平均年齡為21.25歲，三、四年級學生各半，七成以上學生成績

在前50%，月經週期一半呈現規則，全部沒有婦科相關疾病，四分之三的研究參與者之

經前症狀會影響日常生活，飲食習慣全部都會喝含咖啡因的飲品，全部無規律運動習慣，

四分之三作息不規律，全部有生活適應困擾，家庭史部份全部的研究參與者其家人中有

任何一位月經來時明顯感受身心不適（見表2）。 

大學生之前測分數，研究參與者經前症候群嚴重度之題平均為 0.91，顯示經前症候

群之嚴重度在「無」至「輕度」之間，經前症候群之緩解程度題平均為 0.34 顯示經前症

候群之緩解程度在「沒有該項症狀」至「持續」之間，後測及三個月後的追蹤分數描述

於表 3。在前後測分數趨勢部份，四位研究參與者的經前症狀嚴重度總分在後測及三個

月後分數皆下降，緩解程度有三位皆持續上升，五向度內觀問卷有三位皆上升。 

 

表 2 

大學生的基本資料 

基本資料 平均數 標準差 

年齡 21.25 .957 

基本資料 人數 百分比 

年級    

  三年級 2 50.0 

四年級 2 50.0 

學期成績   

前 50% 3 75.0 

50%及以下 1 25.0 

月經週期   

  規則 2 50.0 

  不規則 2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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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續）   

基本資料 人數 百分比 

婦產科相關疾病   

  有 0 0 

  沒有 4 100 

月經來潮症狀影響生活   

  是 3 75.0 

否 1 25.0 

飲食習慣   

喝含咖啡因的飲品 4 100 

  增加碳水化合物攝取 3 75.0 

盡量喝熱飲 1 25.0 

生活習慣   

無規律運動習慣 4 100 

作息不規律 3 75.0 

飲食不規律 3 100 

生活困擾   

生活適應困擾 3 75.0 

課業困擾 3 75.0 

感情困擾 2 50.0 

家人中有任何一位月經來時明顯感受身心不適   

  有 4 100 

  無 0 0 

 

表3  

大學生量表前後測分數 

變項 經前症候群嚴重度 

（23 題） 

經前症候群緩解程度 

（23 題） 

五向度內觀問卷 

（39 題） 

 前測 後測 三 個 月

後測 

前測 後測 三 個 月

後測 

前測 後測 三 個 月

後測 

I1 16 15 8 22 21 11 103 109 104 

I2 17 19 14 15 23 57 93 107 117 

I3 18 14 9 27 24 23 107 118 117 

I4 33 12 11 43 61 26 121 133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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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正念課程對大學生知覺經前症候群及正念覺察的體驗過程 

 

    此處呈現兩個部份，第一個部份為個別歷程簡述，第二部份照練習內容分類。正念

練習的個別歷程簡述如下。 

研究者參考練習情形及每次練習記錄，試著將每位個案變化過程描述如下（1 至 8

代表第 1～8 次練習次數），第 1 及 10 次沒寫，故為 8 次，I2 請假一次故為 7 次。 

I1 的歷程幾乎每次都進入正念覺察狀態，即使中途思緒跑走也會再回到正念，如下

述。 

1.很放鬆、睡著、動作緩慢覺察身體部位的感覺變化，思緒順暢，瞭解放鬆感受。 

2.專注身體的感覺平靜無雜念。 

3.上半身較下半身放鬆，伸展極限再放鬆減少疲累。 

4.專注身體感受平靜無雜念。 

5.伸展平日沒機會伸展的肌肉，身體感到疲累但心情平和放鬆。 

6.有想法出現後離開繼續跟隨引導語，隨即感到平靜。 

7.從背部到屁股肌肉緊繃到放鬆，感受到全身放鬆最後睡著。 

8.很快進入狀況感知身體變化，自己會瞭解與放鬆身體。 

I2 的歷程前面較多身體覺察，後面較能專注與感受，如下述。 

1.清醒到半睡半醒，最後產生能量感。 

2.注意動作與肌肉的感受，隨著呼吸感知身體的上下起伏。 

3.閉著眼睛嘗試每個動作伸展，做完後感到身體緊酸，最後是放鬆。 

4.流汗、更能靜心體驗身體的感受。 

5.更能專注感覺此時此刻的自己。 

6.放鬆覺知身體每個部位與酸的感覺，更能平衡與專注。 

7.丟掉雜念專注當下。 

I3 歷程較多身體不舒服感受，練習最後較能感受放鬆，如下述。 

1.剛開始感到地板太冷太硬，感覺「氣」流動到上半身，感到放鬆。 

2.感覺作夢、身體發抖、血液不循環，最後感到放鬆。 

3.思緒跳躍、睡著、無法專注但感到腳麻。 

4.心思紛亂、想到壓力事件想哭。 

5.手臂放鬆、沒有別想事情、感覺肚子脹痛。 

6.專注呼吸、進入睡眠、感到肚子餓。 

7.身體感到、痛、緊、頭痛。 

8.感覺臉、頭到腳的放鬆、輕飄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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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4 的歷程練習完會酸痛、疲累或想睡覺、能覺察身體與情緒，如下述。 

1.感覺肩膀好痛好緊，最後身體掃瞄到臉部時放鬆。 

2.感覺肌肉與筋絡鬆開、感到肢體活動的限制、做完身體酸痛。 

3.聽到外在的聲音也注意自己的感覺、腳麻但舒服又自在。 

4.原本身心疲累，但做了立勢瑜珈後感到有掌控感、有運動到、有休息與恢復。 

5.好累、挑戰身體極限、覺得疲累。 

6.更快進入狀況、感知呼吸與身體、覺察情緒、覺得時間快速流逝。 

7.平衡變好、感知身體、做完想睡覺。 

8.大多雜念無法專注，最後聽到指導語與鳥叫聲，突然覺得沒什麼好糾結的。 

    以下質性分析內容為分析正念課程體驗反思單的內容。 

 

（一）身體掃描（B）的體驗 

1.對於指導語的正負向反應：包括：「無法跟隨指導語的掙扎」、「跟隨指引後能專注」、.

「投入與接納指導語的帶領」。 

（1）無法跟隨指導語的掙扎：因為自身狀態而無法投入指導語的引領。 

講到眼睛時，眼前突然變亮了起來，但講到肩膀時，卻覺得好硬、好緊、好不舒服，

就算指導語要我把不舒服的感覺移除，仍無法做到，直到掃描臉部時才完全放鬆。（I4-

20181019-B1） 

今天覺得腦中的事情太多了，所以當老師要我放下等下要做的事，我完全做不到。

（I4-20181214-B1） 

（2）跟隨指引後能專注：研究參與者能跟隨指導語並投入正念練習中。 

相當的放鬆，隨著 CD 的步驟去思考感覺，不會去胡思亂想，漸漸的就睡著了。（I1-

20181019-B1） 

（3）頓悟與接納指導語的帶領：突然可以接納指導語中所言，並出現正向自我語言。 

但當最後要結束的時候，老師說要接納一切（之類的），外面剛好有鳥叫聲，頓時覺

得人生也沒什麼好糾結的，就這樣過吧！腦袋開小孔的觀想，讓身體裏不舒服、不快通

通排出的感覺也很好。（I4-20181214-B2） 

2.覺察身心變化歷程：包括：「覺察身體變化由警覺到放鬆」、「覺察身體變化過程與原因」、

「從專注思考到專注感覺」。 

（1）「覺察身體變化由警覺到放鬆」：研究參與者在身體掃瞄的練習中，可以感受到身體

細微的變化，並覺得由警覺的身體狀態到放鬆狀態。 

……一開始會因為地板的硬度而不敢亂動，隨著越來越放鬆就注意不到外界的事情，

思緒相當順暢放鬆。（I1-20181019-B2） 

太冷、太硬（身體有點不舒服，有改變姿勢），一度有感覺到自己在作夢，放鬆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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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身時，比較沒有「氣」到腳的感覺，但是放鬆到上半身的時候，有感受到明顯的「氣」

到部位之後吐氣，到達部位的放鬆感覺。（I3-20181019-B1） 

（2）「覺察身體變化過程與原因」：反思自己練習狀況與生活情境的連結。 

今天的練習是躺在地板，可能因為自己本身最近的睡眠狀況都不太好，精神也不太

好，所以一開始躺著後是清醒的，隨時間愈來愈長，自己好像有種半睡半醒的感覺，誠

實說，中後半段我自己是有點沒印象 CD 中的聲音，但起來後，有種得到能量的感覺。

（I2-20181019-B1） 

（3）「從專注思考到專注感覺」：從習慣專注思考歷程到練習專注於當下感覺歷程。 

……注意自己現在的感覺，也愈來愈能夠丟掉雜 7 雜 8 的思緒，只專注當下，覺得

對自己是有幫助的，因為平常便是腦袋一直不停在想事情，現在也在努力學習把這份專

注運用在生活上！（I2-20181214-B2） 

3、「獲得正向情緒與能量」：做完身體掃瞄，研究參與者有放鬆及獲得能量感。 

  但起來後，有種得到能量的感覺。哈哈哈，喜歡這樣放鬆的姿勢！（I2-20181019-

B2） 

  今天是非常放鬆的身體掃描，用舒服的姿勢躺在地上，非常的放鬆……。（I2-

20181214-B1） 

 

（二）躺式瑜珈（L）的體驗 

1.覺察呼吸、環境、身體動作與肌肉張力的變化：包括：「覺察與感受身體時時刻刻的移

動」、「覺察細微的身體與呼吸變化」、「經驗到身體與環境接觸的感覺」、「經驗身體不同

張力的感覺」。 

（1）「覺察與感受身體時時刻刻的移動」： 

  緩慢的動作，察覺身體的各個部分，不同的動作所牽連的部位也會有所不同的感覺，

相當輕鬆簡單的動作，不會讓身體有太多的疲憊，反而更能了解該部位放鬆時的感覺。

（I1-20181026-L1） 

  這次躺式瑜珈比較溫和，但動作有相當程度的伸展到大腿肌肉，背部到屁股的肌肉

緊繃到放鬆，之後的全身放鬆緩和達到更好的效果，越後面越想睡。（I1-20181207-L1） 

（2）「覺察細微的身體與呼吸變化」：覺察身體細微的變化與呼吸的連結。 

  今天的練習我精神很好喔！也覺得很細細品嘗每個動作給我的感覺，就是步調非常

的緩慢，每個感官的感覺平常根本不會注意，但經過練習，我嘗試注意到每個動作和我

肌肉所帶給我的感受！很重要的是「呼吸」，我覺得像調節器，調節我們身體每個部位的

提升與下降，和感受上的變化！（I2-20181026-L1） 

（3）「經驗到身體與環境接觸的感覺」：經驗到地板、衣服與身體部位接觸的感覺。 

  地板有點硬，褲子有點緊，依然一度感覺到自己在作夢，在做某些動作時，有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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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身體在發抖，還有血液不循環，但放下身體部位後麻麻的感覺，做某些動作（e.g.,臉

貼地等）身體很放鬆。（I3-20181026-L1） 

今天在做的時候，覺得和地板接觸時，身體很痛，……（I3-20181207-L1） 

（4）「經驗身體不同張力的感受」：經驗到身體在練習緊與鬆時的感覺。 

今天也覺得身體在拉的時候身體很緊。一開始頭很痛，躺著的時候就沒什麼感覺，

用力的時候頭又很痛。（I3-20181207-L2） 

2.覺察練習的益處與限制：「覺察練習次數增加促進專注與放鬆」、「覺察做正念練習的好

處與限制」。 

（1）「覺察練習次數增加促進專注與放鬆」：覺察到練習次數增加有助於專注與接受身

體感受。 

今天的練習很放鬆，去覺知身體的每個部位，隨著練習愈來愈多次，也愈能專注，

在平衡的動作也能抓到自己平衡的感覺，有些部分有點酸，但接受它這樣的感覺，今天

特別放鬆。（I2-20181207-L1） 

（2）「覺察做正念練習的好處與限制」：覺察做正念練習可舒展筋骨、促進平衡、覺察情

緒並發現肢體的動作限制。 

感覺全身的肌肉和筋絡都舒展開來了，如果在睡前做一組一定一夜好眠，不過一做

完身體痠痛的地方立即跑了出來，也動到了平常很少動到的地方，也發現到了自己在肢

體上的限制。（I4-20181026-L1） 

今天的平衡有變好！哈哈哈～～然後今天的腳好麻，麻到現在，覺得更能感受到身

體的知覺，在平時也更能覺察到自身的情緒，全部做完後好想睡（或許是太放鬆了？！）。

（I4-20181207-S1） 

 

（三）靜坐（M）的體驗 

1.專注的經驗：包括：「專注焦點從坐姿、呼吸、身體感受到平靜」、「感受到念頭與情緒

的移動」、「較能專注自我感受」、「思緒紛亂但鼓勵自己感受身體感覺」、 

「經驗呼吸與身體、意識與睡眠的拉扯」、「雖腳麻但舒服自在」。 

（1）「專注焦點從坐姿、呼吸、身體感受到平靜」：專注的焦點從坐姿開始，之後為呼吸

及身體感受，最後是平靜。 

  安靜平穩的坐著，一開始比較專注於坐姿與感覺，穩了就比較專注在呼吸，久了之

後，腳部會開始不適而專注在身體上的感覺，較無其他想法，相當平靜無雜念。（I1-

20181102-M1） 

（2）「感受到念頭與情緒的移動」：感受到隨著指導語出現的情緒與念頭。 

  靜坐在椅子上聆聽，平靜下自己的情緒去感覺。前面的時候，順著 CD 去知覺放鬆，

有一些想法念頭會出現，當斷掉時又隨著 CD 去感受，相當的平靜。（I1-20181123-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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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較能專注自我感受」：較以前練習時更能專注於此時此刻的感受。 

  今天的靜坐練習和以往不太一樣，非常舒服放鬆的坐在舒服的沙發椅上去覺察身體

和想法，呼吸、練習到現在也比較能專注在自己的感覺了，照著老師的引導，閉上眼睛，

在此時此刻只感受自己。（I2-20181123-M1） 

（4）「思緒紛亂但鼓勵自己感受身體感覺」：即使無法跟著指導語而思緒紛亂，也會鼓勵

自己接受當下的自己。 

  中間有一度有睡著的感受，必較沒有感受到很專注的感覺，思緒會跳來跳去，今天

較不能跟著指導語走，但較當作練習，下次再試試，腳麻麻的，但今天有先不急著換動

作，先感受麻麻的感覺。（I3-20181102-M1） 

（5）「經驗呼吸與身體、意識與睡眠的拉扯」：經驗呼吸後進入睡眠，意識到呼吸又睡

著，聆聽身體的反應。 

  從一開始注意力專注在呼吸上完後，沒多久就進入睡眠，中間回到意識是因有聽到

收音機的聲音，所以又把注意力回到呼吸，跟著指令，但沒多久又睡著了，今天也有感

受到肚子餓，一直在叫。（I3-20181130-M1） 

（6）「雖腳麻但舒服自在」：雖然腳麻卻感到舒服自在。 

  這次的活動讓人覺得很舒服又自在，除了腳會有點麻之外（笑），……（I4-20181102-

M1） 

2.覺察正念練習時的阻礙：包括：「聆聽內外在聲音時受干擾」、「覺察思緒的跳躍」、「身

體投入正念練習的程度增加」。 

（1）「聆聽內外在聲音時受干擾」：感覺無法專注內在身體感覺與外在環境互相干擾。 

  ……感覺我體內存在著某些叛逆因子，要我聽自己的內在聲音卻會聽到外面的聲音，

要聽外面的聲音又會注意到自身的感覺，……（I4-20181102-M2） 

（2）「覺察思緒的跳躍」：覺察到思考內容及過程的跳躍。 

  ……要我們注意思考內容時，像在作夢般思緒飛躍。（I4-20181102-M2） 

（3）「身體投入正念練習的程度增加」：覺得身體投入正念的練習的程度較前次增加。 

  做完之後，當下超想睡覺的，這一次有比上一次還更在情境裡，有一直在感覺自己

的呼吸，以及身體狀況，整體很放鬆，而覺得時間的流逝十分迅速。（I4-20181123-M1） 

 

（四）立式瑜珈（S）的體驗 

1.身體的緊張、放鬆與酸痛：包括：「上半身較為放鬆」、「感受身體的麻痺、緊繃與開展」、

「挑戰極限後覺得全身酸痛」。 

（1）「上半身較為放鬆」：感覺上半身的放鬆感覺較為強烈。 

  站立時對全身的感覺有些不同於躺式瑜珈，上半身放鬆大於下半身，腳部的疲憊感

相當清楚，伸展讓身體舒展到極限在放鬆，隨著地心引力向下，將力量往下放，讓疲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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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身體。（I1-20181116-S1） 

  今天做的感覺更放鬆（尤其是上半身手臂的部分）……（I3-20181123-S1） 

（2）「感受身體的麻痺、緊繃與開展」：感覺身體的麻痺感、緊繃感與肌肉被拉開的感

覺。 

  今天的練習是站著練習，聽著播放器的指引，閉上眼睛去嘗試每一樣動作，很多伸

展的動作，會感覺到身體比較緊，會痠，但做完之後，身體是舒服的，最近因唸書一直

在書桌低頭，全身都比較緊繃，但今天伸展過後，有筋骨打開的感覺！（I2-201810126-

S1） 

  另外做動作時，會覺得腳麻麻的、抖抖，拉到肌肉，做完想到壓力事又感覺想哭了。

（I3-20181116-S2） 

（3）「挑戰極限後覺得全身酸痛」：動作幅度增加易疲累及酸痛。 

  今天好累，動的幅度增加，後面牛式、貓式根本挑戰極限，現在覺得全身痠痛。（I4-

20181123-S1） 

2.覺察練習正念的狀態：包括：「對身體的體驗與投入增加」、「當前的困擾讓自己分心」、

「覺察自己正念練習的喜好」、「因為身心疲憊導致失去控制感」。 

（1）「對身體的體驗與投入增加」：對身體的感覺與體驗增加，更能體驗當下。 

  今天的練習比前幾次還要更有挑戰，也換了另一位老師，感覺也有一點不一樣，今

天的動作也有讓我流汗，對於身體感覺的體驗也愈來愈能感受，更能靜下心去體驗。（I2-

20181123-S1） 

（2）「當前的困擾讓自己分心」：邊練習邊思考困擾的事無法專心體驗。 

  今天在做的時候，有一直分心，一直想到推甄、面試的詞，和要講什麼、要和老師

談時間，但做正念就是要接受、感受當下，……（I3-20181116-S1） 

（3）「覺察自己正念練習的喜好」：感受到自己對正念練習項目的喜好。 

  ……但比起立式，我比較喜歡躺式的瑜珈，在做的時候比較沒有思考（想別的事情），

也有感受到肚子脹脹痛痛的。（I3-20181123-S2） 

（4）「因為身心疲憊導致失去控制感」：因為身心狀況不佳，覺得無法掌握練習。 

  今天心情比較 down，一開始無論是身體，還是心裡都很疲憊，覺得無法掌握。（I4-

20181116-S1） 

在課程結束後開放式問卷分析部份，內容包括：（1）月經來潮症狀（身體：長痘痘、

水腫、頭痛；心理：擔心非預期時間來月經、想睡、情緒不穩定包括：焦慮、煩躁、易

怒、生氣、憂鬱）；（2）平日練習情形（不定期、一個月兩次至一週一次，時間在 15～

50 分鐘間）；（3）正念課程對身心的影響（覺察與接受當下的經驗、放鬆）；（4）正念課

程對專注個人即刻經驗的影響（敏覺、冷靜與放鬆）；（5）正念課程對於經驗接受的影響

（開放與面對所有經驗、減少自我批評）；（6）正念課程開始影響受試者的次數（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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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7）對於經前症候群的幫助及沒有幫助的原因（留意與覺察身體狀況、改善症狀）：

其中三人有改善，另外有個案表示：「對於經前的症狀沒有改善，但對於症狀造成不舒服

的當下有改善不舒服感（I3-7）」；（8）正念課程對於經前症候群沒有幫助的原因（過程

中不夠專注）。見表 4。 

 

表 4  

開放式問卷分析內容 

 

項目 定義／文本 

概念 1.月經來潮前症狀：（1）身體：長痘痘、水腫、頭痛。（2）心理：擔心非預

期時間來月經、想睡、情緒不穩定（焦慮、煩躁、易怒、生氣、憂鬱） 

文本 I1-1：身體：沒有不舒服、自然的來、無腹痛 

心理：不是預計的時間，未來前有些擔心，來後平靜 

I2-1：痘痘會開始出現，情緒比較容易起伏，會水腫 

I3-1：頭痛、很想睡、容易哭、焦慮 

I4-1：心情不好、易怒、易煩躁、憂鬱、無力感、對自己生氣、不滿 

概念 2.平日正念練習情形：不定期、一個月兩次至一週一次，時間在 15～50 分

鐘間。 

文本 I1-2：一週大概會有一次，時間約 30 分鐘 

I2-2：一個月中，會有練習 2 次，每次幾乎 30～50 分鐘(睡前) 

I3-2：每週一次，一次 15～20 分鐘 

I3-4：在平時生活中會多注意和覺察環境和自己的狀態 

概念 3.正念課程對身心的影響：覺察與接受當下的經驗、放鬆 

文本 I1-3：更了解自己身體活動，明確察覺放鬆時的感覺，練習時心理平靜、

安穩，讓我了解當下的需要 

I2-3：讓自己空出時間去放下很多腦中的思緒，開始比較能注意到自己

的身體感覺和一些情趣 

I3-3:練習時會有放鬆的感覺，且每週固定來練習會有好像每週有固定的

舒壓時間和管道。我覺得正念並沒有減少或減輕經前的症狀，但在經期

來不舒服時，做身體掃描和呼吸練習時，有幫助當下症狀的減輕 

I4-3:比較能覺察當下的感受，也願意去接受，不會再認為自己不應該有

負面情緒，開始體會那些負面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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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續） 

項目 定義／文本 

概念 3.正念課程對身心的影響：覺察與接受當下的經驗、放鬆 

文本 I1-3：更了解自己身體活動，明確察覺放鬆時的感覺，練習時心理平靜、安

穩，讓我了解當下的需要 

I2-3：讓自己空出時間去放下很多腦中的思緒，開始比較能注意到自己的身

體感覺和一些情趣 

I3-3:練習時會有放鬆的感覺，且每週固定來練習會有好像每週有固定的舒

壓時間和管道。我覺得正念並沒有減少或減輕經前的症狀，但在經期來不

舒服時，做身體掃描和呼吸練習時，有幫助當下症狀的減輕 

I4-3:比較能覺察當下的感受，也願意去接受，不會再認為自己不應該有負

面情緒，開始體會那些負面情緒 

概念 4.正念課程對專注個人即刻經驗的影響：敏覺、冷靜與放鬆 

文本 I1-4：在需要時能冷靜利用正念改善當下的心境或平復 

I2-4：我覺得影響蠻深的，現在常一個人在學校看書，讀一讀會去走一走放

鬆，讓自己步調放慢一點，也多一點自己的時間，而不是一直讓雜七雜八

的思緒影響我 

I3-4：在平時生活中會多注意和覺察環境和自己的狀態 

I4-4：對自身的生活有更多的感觸、更敏銳了 

概念 5.正念課程對於經驗接受的影響：開放與面對所有經驗、減少自我批評 

文本 I1-5：多看、多聽、多去感受，不要急躁、適時放鬆 

I2-5：會比較願意看向自己焦慮和壓力的那一面，試著學會接受它們在我生

活也是一部分的事實 

I3-5：正向影響，當緊張或心情焦慮、憂鬱時，比較不會批評自己，會跟自

己說這是正常的，看到它、經驗它、讓它走 

I4-5：較開放，不迴避負面的經驗，痛快去痛，痛快去悲傷，痛快去感動 

概念 6.正念課程開始影響受試者的次數：1～5 次 

文本 I1-6：2～3 次的團體練習 

I2-6：大概到中間的次數，我愈來愈能專注在自己的感覺、當下的感覺，也

會試著撥出時間自己練習 

I3-6：第一次的團體練習時就感受到放鬆和身體淨空的感覺 

I4-6：第 4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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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續） 

項目 定義／文本 

概念 7.對於經前症候群的幫助：留意與覺察身體狀況、改善症狀 

文本 I1-7：多去注意自己的身體狀況，有不適便能及時去做生活上的改變 

I2-7：我之前失眠真的蠻嚴重的，幾乎都不易入睡，但現在有嘗試睡前聽著

老師做，覺得這部分是我覺得最明顯的改善！但經前依然會長痘痘。有！

（幫助）尤其失眠狀況，較不會讓一堆思緒干擾自己！ 

I3-7：對於經前的症狀沒有改善，但對於症狀造成不舒服的當下有改善不舒

服感 

I4-7：有，但改善不明顯，有，較快意識到自己的狀況，告訴自己先別責備

有這些情緒、想法的自己 

概念 8.正念課程對於經前症候群沒有幫助的原因：過程中不夠專注 

文本 I1-8：不夠專注與了解 

 

肆、討論與結論 

 

本研究受試者其經前症候群之嚴重性介於「無」與「輕度」之間，其緩解程度為「該

項目沒有症狀」至「持續」之間，顯示大學生僅有PMS之少部分症狀，此受試者為較為

輕微之PMS個案。因為本研究受試者收案標準為只要有PMS症狀即可，不管嚴重程度及

緩解程度如何，故可能本結果較適用於PMS較輕微之女大學生。 

在前後測分數趨勢部份，經前症狀嚴重度總分在後測分數有下降趨勢，緩解程度大

多持續上升，五向度內觀問卷有三位皆上升的結果。與文獻顯示體適能活動對健康及經

前症候群有幫助（陳偉瑀、陳安妮，2013），正念介入後使正念增加（Bergen-Cico, 

Possemato, & Cheon, 2013; Hylander et al., 2017; Newsome et al., 2012）、情緒改善（Mak 

et al., 2019）、降低特質性焦慮、憂鬱（Kim et al., 2013）及憂慮（Hylander et al., 2017）

的結果類似。正念練習對於正念有影響，MBSR 的目標為：協助個案活在現在而非沈思

在過去或過份關注未來，鼓勵個案將正念帶入日常生活的活動，使個案可以透過體驗學

習及自我發現過程來滋養正念（Corey, 2013）。覺察是一種習慣，覺察習慣廣度和心理適

應成顯著的正相關；「覺而又察」習慣愈多的人，其心理適應愈好（黃創華，1992）。

PMDD 患者會增加沈思及負向情緒，故要減輕沈思性思考，可用正念介入措施（Beddig 

et al., 2020），可能因此讓本研究受試著的經前症狀嚴重度有下降趨勢。 

在正念課程實施歷程的體驗反思記錄分析內容發現：大學生的正念課程體驗歷程為：

練習身體掃描、躺式瑜珈、靜坐及立式瑜珈的過程，研究參與者出現：對於指導語產生

正負向反應、覺察身心變化歷程及獲得正向情緒與能量、覺察呼吸、環境、身體動作與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N1uYib/search?q=auc=%22%E9%BB%83%E5%89%B5%E8%8F%AF%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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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肉張力的變化及覺察練習的益處與限制、專注的經驗及覺察正念練習時的阻礙、身體

的緊張、放鬆與酸痛及覺察練習正念的狀態。 

上述研究結果顯示：MBSR 是利用呼吸、聲音、身體的覺察去滋養當下的覺察，瑜

珈是其中的一個元素，它不是聚焦在身體做什麼，而是聚焦在時時刻刻的覺察（Bahl et 

al., 2013, p. 179）。正念是一種接受和非批判性的現在為中心的注意力及覺察的品質

（Bishop, et al., 2004）；包括：自我調節的專注（self-regulation of attention）和非判斷性

覺察（nonjudgmental awareness），自我調節的專注可讓經驗發生當下的情緒與認知經驗

獲得後設認知的覺察，此種後設的覺察是用帶有好奇、開放、接受的非批判性的態度去

支持情緒及認知的自我覺察與自我調節（Jimenez, Niles, & Park, 2010），以上態度也是

正念課程實施時，課程帶領者需協助研究參與者建構的態度。 

從本研究結果可知，不同的正念練習項目，會帶來不同的感受與經驗，也不全然是

正向經驗，也可能會對指導語出現負向感覺，故帶領正念課程練習時，應留意成員的身

心狀態，適時給予討論與協助。本研究課程帶領期間，有一位研究參與者參與兩次後就

離開課程參與，持續於學校輔導中心進行諮商，研究者瞭解其原因為，在正念練習過程

中，研究參與者會出現與以前創傷經驗相關之影像，因為無法自行處理，與研究者討論

後亦無法改善，故決定退出研究，顯示此研究對於心理困擾者應謹慎實施，也需有足夠

時間與受訓者討論歷程，本研究過程礙於時間因素，無法提供充分的討論，僅能讓研究

參與者練習後寫反思記錄，及有問題者留下來個別與研究者討論，此為本研究時間緊縮

的限制。 

本研究之開放式問卷結果顯示：有三位研究參與者的 PMS 自覺改善，但有一位（I3）

自覺 PMS 沒有改善的原因為：不夠專注與瞭解正念歷程。對應 I3 的前測、後測、三個

月後測分數，在經前症候群嚴重度為：18、14、9，經前症候群緩解度為 27、24、23，

五向度內觀問卷為：107、118、117。顯示其嚴重度降的不多，緩解度則是練習後變得較

原先沒練習時更無法緩解症狀，這可能是因為正念練習後覺察程度增加。對應質性資料

I3 的練習歷程較多身體不舒服感受，練習最後較能感受放鬆的時候約有四次，其他時候

多感覺身體發抖、緊、痛、血液循環不佳與腳麻。以上三種工具描述皆出現一致情形。

正念練習後覺察身體感受增加可能使原來的症狀緩解程度下降，此為日後研究需要留意

正念課程參與者可能遇到的問題，需多花時間溝通協助。練習正念時受到傷害的原因包

括：計劃／介入因素（對問題給予錯誤治療、身體練習強度太強、缺乏教育及篩選個案）、

參與者（症狀嚴重度、合併症、人際功能不佳、嚴重的心理社會壓力、年齡、健康狀態）、

治療者相關因素（缺乏同理、低估個案的嚴重度、缺乏對過程及治療內容的澄清）（Baer 

et al., 2019）；這些都是日後做相關介入需留意之事。 

本研究受試者平日正念練習情形為：不定期、一個月兩次至一週一次，時間在 15～

50 分鐘間；建議增加其正念練習的時間，鼓勵學生在自己能承受範圍練習看效果有無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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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正念課程對身心的影響為：覺察與接受當下的經驗、放鬆，會讓人敏覺、冷靜與放

鬆，開放與面對所有經驗、減少自我批評；上述經驗是日後帶正念課程時，可以先給參

與者做預期結果及益處的解說參考內容。正念課程開始影響受試者的次數為 1～5 次的

結果，可提供日後參與者參考正念練習可能帶來個別差異次數，預先有練習心理準備。

對於經前症候群的幫助為：留意與覺察身體狀況、改善症狀，可提供日後欲使用正念練

習來減輕 PMS 的學生練習過程的參考。 

本研究建議為：根據研究結果建議未來研究正念課程時，在正念課程上的每次練習

時數可增加至90分鐘，週間課程至少舉辦5次，在練習之後有時間讓團體成員分享經驗，

與課程帶領者討論正念練習的經驗與困難，增加追蹤參與者回家練習的次數或時間，例

如：一週一次，一次15～50分鐘，以增加練習效果，並增加解釋及討論正念練習的學理

內容，協助處理參與者練習過程中發生的經驗與困境，鼓勵養成正念的態度過日常生活，

強調正念練習對身心健康之益處。在諮商輔導部份，建議有經前症候群或一般身體健康

情形不佳的大學生，可從諮商中心或健康中心，提供正念練習課程，大學行政機構也可

提供導師、心理師、任課老師、學校護理人員有關正念課程對身心健康之資訊與訓練，

讓大學生可學習如何自助的資源。心理困擾較為嚴重之學生，在正念練習時，應轉介個

別心理諮商，讓心理師更能一對一協助其處理可能因正念練習帶來的負向知覺經驗。建

議未來在設計正念課程部份，應可增加每次練習時數及討論時間、增加課程練習次數，

回應參與者可能出現的練習困難經驗與負向反應，增加回家練習之家庭作業，或改為一

整天或好幾天連續練習的課程，之後再追加追蹤練習的課程，擴大有PMS的大學生參與

研究的樣本數，以促進研究結果的嚴謹性。 

  本研究結論為：大學生的正念課程體驗歷程為：（1）身體掃描：對於指導語的正負

向反應、覺察身心變化歷程及獲得正向情緒與能量；（2）躺式瑜珈：覺察呼吸、環境、

身體動作與肌肉張力的變化及覺察練習的益處與限制；（3）靜坐：專注的經驗及覺察正

念練習時的阻礙；（4）立式瑜珈：身體的緊張、放鬆與酸痛及覺察練習正念的狀態。本

研究限制為，參與研究人數相當少，正念練習課程的時數不高，影響本研究的學術貢獻，

僅能解釋少量有輕微 PMS 的女大學生，做正念練習之經驗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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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perience Process of Mindfulness Course for College Students with 

Premenstrual Syndr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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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mindfulness course intervention for 

premenstrual syndrome (PMS) in college students. Method: The research adopted a qualitative 

approach. Four college students with PMS and wishing to practice mindfulness course were 

recruited through purposeful sampling. The measurement tools used were the Premenstrual. 

Syndrome Scale and Mindfulness Scale. At the end of the course, 4 copies of open-ended 

questionnaire were administered for qualitative data and 39 copies of reflection descriptions 

after each practice were collected. 21 copies of quantitative data were collected, including pre-

test data and post-test data after 3 months. Content analysis was conducted on the data.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ed different physical feelings and emotions in students after different 

mindfulness practices. When students practiced body scan, they felt positive and negative 

responses toward the instructions, were attuned to variances in the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process, and gained positive emotion and energy. When they practiced supta yoga poses, they 

were attuned to their breathing, surroundings, body motions and muscle tension, and the 

benefits and limitations of practicing mindfulness. When they practiced meditation, they were 

attuned to the experience of focusing and blocking. When they practiced the standing pose yoga, 

they were attuned to body tension, relaxation, soreness, and the state of mindfulness practice. 

Three of the participants felt improvement in their PMS symptoms. One participant did not 

experience improvement, likely due to the lack of focus and not understanding the mindfulness 

process. Most of the students felt a decrease in PMS symptoms and were prompted to the 

awareness of mindfulness. Conclusions: The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the PMS mindfulness 

course experienced a decrease in their symptoms and an increase in their awareness of 

mindful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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