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二卷第四期  Vol.12, No.4 

 2021年12月      Dec., 2022 

國際標準期刊碼 

ISSN: 2580-2054（On-line） 

ISSN: 2580-2046（Print） 

 

本期專題：以佛法智慧為基礎的心理治療取徑 

Special Issue: A Psychotherapy Approach Based on 

Buddhist Wisdom 



i 
 

2021 年 12 月               學刊             第十二卷第四期 

出 版 者：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本土諮商心理學研究發展中心、台灣心理諮商資訊網、 

          世界本土諮商心理學推動聯盟 

主    編：王智弘（彰化縣政府教育處／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 

          羅家玲（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 

編輯委員：（依姓氏筆劃序） 

孔  燕（中國科學技術大學） 

王沂釗（東華大學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 

王敏行（彰化師範大學復健諮商研究所） 

王翊涵（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 

白倩如（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 

吉沅洪（日本立命館大學綜合心理學部） 

安  芹（北京理工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 

江光榮（華中師範大學心理學院） 

何少穎（福州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應用心理學系） 

李玉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生死與健康心理諮商系） 

李佳儒（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幼兒保育科） 

李孟峰（華僑大學廈門校區心理文化學研究所） 

李岳庭（臺南大學諮商與輔導學系） 

李思賢（臺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 

李維倫（政治大學哲學系） 

谷建岭（四川大學社會學與心理學系） 

卓紋君（高雄師範大學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所） 

周文玫（University of Mary Hardin-Baylor） 

周德慧（香港樹仁大學輔導及心理學系） 

岳曉東（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心理學院） 

林妙容（暨南國際大學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 

林俊德（臺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林美芳（閩南師範大學教育科學學院心理系） 

林梅鳳（成功大學醫學院護理學系） 

林淑君（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 

林朝誠（臺灣大學醫學院精神科） 

芳川玲子（日本東海大學文化社會學部心理社會學科） 

金樹人（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姚  斌（西安交通大學心理健康教育與諮詢中心） 

施達明（澳門大學教育學院） 

施  鋼（中國農業大學心理素質教育中心） 

柯志鴻（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 

洪莉竹（臺北教育大學心理與諮商學系） 

洪瑞斌（中國文化大學心理輔導學系） 

胡中宜（臺北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夏允中（高雄師範大學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所） 

孫頌賢（臺北教育大學心理與諮商學系） 

翁開誠（輔仁大學心理學系） 

馬喜亭（北京航空航太大學） 

高淑清（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 

張勻銘（閩南師範大學教育科學學院心理學系） 

張高賓（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 

張偉良（香港樹仁大學輔導及心理學系） 

張景然（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 

張德聰（政治大學教育學系） 

張蘭石（閩南師範大學心理學系） 

 

 符 瑋（香港樹仁大學輔導及心理學系） 

莊勝發（高雄醫學大學心理學系） 

  許維素（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連  榕（福建師範大學心理學院） 

 陳如湘（馬來西亞工藝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 

 陳尚綾（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 

 陳易芬（臺中教育大學諮商與應用心理學系） 

 陳秉華（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陳秋燕（西南民族大學教育學與心理學學院） 

陳雪均（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 

 陳  復（東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陳斐娟（雲林科技大學技職教育研究所） 

 陳增堂（上海高校心理諮詢協會） 

 喬志宏（北京師範大學心理學部） 

 曾貝露（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越建東（中山大學哲學研究所） 

 黃光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 

 黃宗堅（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 

 黃聖桂（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楊明磊（淡江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研究所） 

  楊  蓓 (法鼓文理學院人文社會學群生命教育學程) 

 葉光輝（臺灣大學心理學系） 

 葉怡伶（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 

 趙安安（中原大學心理學系） 

 鳳  華（彰化師範大學復健諮商研究所） 

 劉淑慧（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 

 劉嘉逸（長庚大學醫學系） 

 歐陽文貞（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院高年精神科） 

 蔡苔芬（馬來西亞新紀元技職與推廣教育學院） 

 蔡素妙（銘傳大學諮商與工商心理學系） 

 鄧志平（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 

 盧怡任（陽明交通大學諮商中心、教育研究所） 

 駱芳美（School of Criminal Justice and Social 

Sciences, Tiffin University） 

 謝文宜（實踐大學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系） 

 謝麗紅（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 

 鍾  年（武漢大學哲學學院心理學系） 

 鍾  杰（北京大學心理與認知科學學院臨床與健康

心理學系） 

 鍾燕宜（中台科技大學文教事業經營研究所） 

 韓布新（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 

 韓楷檉（臺中教育大學諮商與應用心理學系） 

 簡晉龍（高雄醫學大學心理學系） 

 顏文娟（中山醫學大學護理學系） 

楊  蓓（法鼓文理學院人文社會學群生命教育學 

程） 



ii 
 

 

審查委員：（依姓氏筆劃序） 

王明雯（國立臺東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呂凱文（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所） 

陳秀蓉（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張仁和（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國立臺灣大學心 

理學系） 

張勻銘（閩南師範大學教育科學學院心理系） 

莊勝發（高雄醫學大學心理學系） 

釋永有（南華大學生死學系） 

 

  

 英文編輯顧問： 

林為慧（基督教蘆葦營身心靈恢復中心） 

編輯助理： 

鄭百勛、李佳蓉、高珮庭 

（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 

 

 

 

 

 

 

 

 

 

 

 

 

封面畫作介紹： 

作者：蔡錫和 

素材：水彩 

尺寸：8 開 

題目：心靈故鄉 

創作理念：藝術其實是治療人生無常的

美好良方，我在畫中呈現同中有異的視

覺變化效果，增添觀賞者的欣賞樂趣與

想像空間，也呈現寫意繪畫多元豐富的

面貌及新感受…，三根電線桿代表光

明、希望、溫暖，現在、過去、未來……

永無止境！ 

 

 

 

 

 

 

 

 

 

 

 

 

 

 

 

  

編輯說明： 

⚫ 本學刊創刊於 2009 年，原名台灣心理諮商季刊，2017 年更名為本土諮商心理學學刊，採電子形式出

刊。2018 年曾停刊一年，2019 年繼續出刊。稿件刊登順序，依審查完成日期排列。 

⚫ 本學刊聯絡方式—地址：彰化市進德路 1 號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轉「本土諮商心理學學刊」

編輯委員會；電話：04-7232105#2220/2208；電子信箱：jicpheart@gmail.com 

 



iii 
 

Dec, 2021     Journal of Indigenous Counseling Psychology    Vol. 12, No. 4 

Publisher: Center for Indigenous Counseling Psychology, Dept. of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Taiwan Counseling Net. & World 

Indigenous Counseling Psychology Alliance 

 Editor in Chief: Wang, Chih-Hung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Changhua County Government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Luo, Jia-Ling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Board of Editors: 
An, Qin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hang, Ching-Jan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Chang, Kao-Pin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Chang, Nam-Sat (Min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 Te-Chung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Chang, Yun-Ming (Min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o, An-An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Chen, Fei-Chuan (National Yunl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en, Fu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Chen, Ping-Hwa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 Qiu-Yan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Chen, Shang-Ling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Chen, Viola Hsueh-Chun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Chen, Yih-Fen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Chen, Zeng-Tang (Shanghai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Association of Higher Learning) 

Cheung, Raysen (Hong Kong Shue Yan University) 

Chien, Chin-Lung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Cho, Wen-Chun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Chou, Wen-Mei (University of Mary Hardin-Baylor) 

Chuang, Sheng-Fa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Chung, Yen-Yi (Centr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ng, Chi-Ping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Feng, Hua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Fu, Wai (Hong Kong Shue Yan University) 

Gu, Jian-Ling (Sichuan University) 

Han, Bu-Xin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Han, Kai-Cheng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He, Shao-Ying (Fuzhou University) 

Hsieh, Lih-Horng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Hsu, Wei-Su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Hu, Chung-Yi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Huang, Shen-Kuei (Tunghai University) 

  

Huang, Tsung-Chain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Hung, Jui-Ping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Hung, Li-Chu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Hwang, Kwang-Kuo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Ji, Yuan-Hong (Ritsumeikan University) 

Jiang, Guang-Rong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Jin, Shuh-Re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Kao, Shu-Ching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Ko, Chih-Hung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Kong, Y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Law, Fang-Mei (Tiffin University) 

Lee, Szu-Hsie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Lee, Wei-Lu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Lee, Yueh-Ting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ainan) 

Li, Jia-Ru (Hsin Sheng Junior College of Medical Care and                                    

Management) 

Li, Meng-Feng (Huaqiao University) 

Li, Yu-Chan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Nursing and Health 

Sciences) 

Lian, Rong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Lin, Chao-Che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n, Jiun-De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in, Mei-Fang (Minnan Normal University) 

Lin, Mei-Feng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Lin, Miao-Jung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Lin, Shu-Chun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Liu, Chia-Yih (Chang Gung University) 

Liu, Shu-Hui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Lu, Yi-Jen (National Yang Ming Chiao Tung University) 

Luo, Jia-Ling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Ma, Xi-Ting (Beihang University) 

Ouyang, Wen-Chen (Jianan Psychiatric Center,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Pai, Chien-Ju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Qiao, Zhi-Hong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iv 
 

Shi, Gang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hiah, Yung-Jong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Shieh, Wen-Yi (Shih Chien University) 

Sun, Sung-Hsien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Sze, Tat-Ming (University of Macau) 

Tan, Joo-Siang (Universiti Teknologi Malaysia) 

Tsai, Su-Miao (Ming Chuan University) 

Tseng, Lucia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Wang, Ming-Hung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Wang, Yi-Chao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Wang, Yi-Han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Wong, Kai-Cheng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Yang, Pei (Dharma Drum Institute of Liberal Arts) 

Yang, Ming-Lei (Tamkang Univeresity) 

Yao, Bin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Yeh, Kuang-Hu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Yeh, Yi-Ling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Yen, Wen-Jiuan (Chung Shan Medical University) 

Yit, Kin-Tung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Yoshikawa, Reiko (Tokai University) 

Yue, Xiao-Dong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Zhong, Jie (Peking University) 

Zhong, Nian (Wuhan University) 

Zhou, De-Hui (Hong Kong Shue Yan University) 

Reviewers: 

Chang, Jen-Ho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Chang, Yun-Ming (Minn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 Hsiu-Jung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Chuang, Sheng-Fa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Lu, Kai-wen (Nanhua University) 

Shi, Yong-you (Nanhua University) 

Wang, Ming-Wen (National Taitung University) 

 

English Consultant:  
Lin, Lydia (Reeds Recovery Center) 

 

Editorial Assistant:  

Jheng, Bai-Syun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Li, Jia-Rong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Kao, Pei-Ting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1. The journal was founded in 2009, formerly known as Taiwan Counseling Quarterly, 2017, changed its name to Journal 

of Indigenous Counseling Psychology. It’s an online form. Each article is published in the order of date when the 

manuscript was reviewed and accepted.  

2. Contact us: Editorial Board of Journal of Indigenous Counseling Psychology, Department of Guidance & 

Counseling, National Chu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Address: No. 1, Jin-De Road, Changhua City, Taiwan. 

R.O.C. Tel: 04-7232105#2208 Website: jicp.heart.net.tw E-mail: jicpheart@gmail.com 

  

mailto:jicpheart@gmail.com


v 
 

12-4 目錄 （Content） 

主編的話（From Editor in Chief） 

以佛法智慧為基礎的心理治療取徑（A Psychotherapy Approach Based on Buddhist 

Wisdom） 

羅家玲（Jia-Ling Luo）、王智弘（Chih-Hung Wang） vii 

 

大學生有經前症候群者進行正念課程之體驗歷程（The experience process of 

Premenstrual Syndrome with Mindfulness Curriculum Interven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藍菊梅（Chu-Mei Lan） 1 

 

接受與承諾療法中心理接受與心理治療步驟再修正：回到原來的面目（Revised 

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Towards the Original Self） 

李秀如（Hsiu-Ju Li）、許玫茵（Mei-In Hsu）、夏允中（Yung-Jong Shiah） 28 

 

不執著在心理治療的應用：減少不善的心所與增強善的心所（Non-Attachment in 

Psychotherapy: Reducing Delusional Selves and Enhancing Good Selves） 

簡秀真（Hsiu-Chen Chien）、王慧婕（Hui-chief Wang）、   

夏允中（Yung-Jong Shiah） 54 

 

 

  



vi 
 

 

 

 

以佛法智慧為基礎的心理治療取徑 

 

羅家玲*、王智弘 

 

摘要 

 

本期內容以佛法智慧為體，探討如何使用於心理治療的具體方法，實踐與解脫痛苦或是

長養佛性的目標。三篇文章皆為致力於社會科學本土化初探的新秀或資深學者，包含:應

用正念練習於舒緩女性身體週期性疼痛困擾，顯示出正念練習的身心效益，呼應當前中

西方盛行的正念可用於生活中的自我療癒。另外則以佛法的學理，就正念為基礎的接納

承諾治療法（ACT)提出批判及修補，使其治療步驟能彰顯佛法的深意。而無論是心理治

療或學佛者，皆以「離苦」為重要目標，離苦的重要策略即是「不執著」，如何以具體步

驟做到「不執著」，在心理治療或學佛修行上都有重要意義。若從佛法的修學之路而言，

無論從正念禪修或大乘經典著手，皆在「上」、「觀」的修學中，逐步朝向「覺性開展」

的目標前進，以期在「自性」處下手有成。非常值得對佛法修行有興趣者或本土心理諮

商與佛法融合有興趣者省思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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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心理治療與諮商的領域中，大多將探究焦點放在個人的身心社會層面，至於靈性

或宗教對人產生的影響相對較少著墨（陳秉華等，2018）。雖然靈性未必等同宗教，然宗

教中的靈性修養對人在身心社會的影響深遠。以佛教而言，佛教信仰至今約有 2600 年，

全球主要分布亞太地區，其中亞洲是主要信仰大宗。從內政部網站資料顯示（郭捷立，

2020）：全球佛教徒的人數約有 5 億，是主要宗教中的第三大信仰；而台灣的佛教徒約

佔比例 35％，約 800 萬人，是台灣人民主要的信仰之一（美國在台協會，2020）。故佛

法如何影響個人價值觀（吳清山等，2000；黃景波、李少鶴，2013）、生活信念（鄧子美，

2018）、生活習性（林崇安，2005）、生死觀（余永湧，2015；李明書，2019；夏允中、

越建東，2012）或煩惱困擾（鄭皓騰，2020）等，心理諮商工作者誠然難以忽略。 

    台灣在印順法師、淨空法師、星雲法師、惟覺法師、聖嚴法師、證嚴法師等幾位高

僧大德闡揚人間佛教的理念下，提倡人間佛法（張澄基，1966），佛法是佛陀教導人離苦

得樂的教法，是一套適合人或非人的教育或治療體系，透過長期聞、思、修的歷程不僅

可以離苦得樂，甚可超凡入聖，以成為人間菩薩為學習目標，因此將佛法生活化、實用

化與教育化，可使佛法融入日常，而非僅視為宗教，減少因其傳統的神秘性或神聖性所

生的距離感或過度想像，對於生活在紅塵俗世的普羅大眾有長足的正面影響。也間接說

明高深浩瀚的佛法可透過有系統的學習與練習，逐漸改變個人的不良習性，而逐漸見到

自性或佛性，至此，對許多人而言佛法已不僅僅是心理治療的去病而已，更是心靈喜樂

的源頭，是生命意義之所繫。 

    在佛法流傳的過程中，原始佛教（Theravada Buddhism）保留佛陀當時的原始教法，

傳法地區以東南亞為主，而稱為南傳佛教。當佛陀即將涅槃之際，阿難陀等弟子著急不

捨地請教佛陀未來應該如何修學?佛陀告訴弟子說：「 我入滅後，汝等比丘，應依四念處

安住。」佛陀的回應成為後人持續修行的圭臬。四念處的修習方法，是佛陀生前給學生

最後的叮囑，足見其重要性，也是原始佛教中核心重要的修行方法，稱之為內觀

（Vipassana）。而隨著因緣際會，內觀的修行方法廣傳各國，在 Kabat-Zinn（2011）等人

的巧妙融合下，轉換成為當今以正念為基礎（Mindfulness-Based）的各種治療與應用。

如正念減壓治療（Mindfulness-Based Stress Reduction）（Kabat-Zinn, 1982, 2003）、正念認

知治療（Mindfulness-Based Cognitive Therapy）（Segal et al., 2002）、ACT 及 DBT（Jennings 

& Apsche, 2014），甚至應用到正念飲食治療（黃竫茵，2017）、正念教育（李燕蕙等，

2016；馮丰儀，2021；溫宗堃，2013；鍾梅芳，2019；謝宜華，2016），甚至用於特定身

體疼痛如：身體長期疼痛（胡君梅，2021）、或慢性疾患（許淑敏等，2019；陳君如等，

2020）、女性經前症候群（Askari et al., 2018; Panahi & Faramarzi, 2016）、輔助藥癮戒除

者（朱群芳等，2020）等等。正念風潮如雨後春筍般的遍地開花，短期內急速累積至兩

千多篇研究（張仁和，2019）。 

    陳景花、余民寧（2018）綜整臺灣 1991 年至 2016 年共 26 篇學位論文和期刊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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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正念在學校的影響，研究樣本數 2279 人，年齡層從幼稚園至大學高等教育之學生，

結果顯示：整體效果量達中度以上正向效果，在壓力管理的效果最佳，其次是認知表現、

情緒智力及人際技巧，且不因年齡層次而有差異。陳秀蓉等（2019）回顧近十年有關正

念效果研究中文期刊與碩博士論文 45 篇，研究對象多元，在對照組設計中可發現短期

效果。無論正念練習有多少技術，統整而言，以正念為基礎的練習方法乃以個人身心現

象為學習素材，藉由體會與觀察身心變化中的現象，以領悟身心五蘊變化所帶來的知覺

經驗與行為習性，可說是透過個人的體驗學習法。體驗學習法是諸多學習方法中特別能

全人投入學習、促進思考反思與行動的有效學習法（Kolb, 2014），有助於練習者確確實

實的看見個人的煩惱習性和理解與應證佛法要義，練習與體驗成為此學習方法的必要途

徑。然而，正念練習也因去除宗教哲學的內涵，容易讓人以為正念只是一連串的技術操

作，忽略「止」與「觀」雙運的重要性，是不得不面對的議題（溫宗堃，2017）。亦即，

目前看來去除佛教哲理的正念練習能夠為人們除怯身心困擾而廣被接受，然其去宗教義

理將如何帶來長遠的影響仍有待思辯與觀察（林之丞、夏允中，2019；溫宗堃，2017；

楊蓓，2019）。華人文化中佛法的「正念」並非等同於西方流入之「正念」內涵。仍待釐

清與統整出適合廣泛佛法修行的華人文化。 

    本期作者藍菊梅老師（2021）不僅個人接受正念練習的訓練，也將之應用於舒緩女

性大學生常見的經前症候群（Premenstrual dysphonic disorder，簡稱 PMDD），除一位學

生中斷學習外，從量表的紀錄內容中來看，持續十次練習課程的學生都顯示症狀的改善，

同時也和多數研究的結論一樣:持續練習是學習正念的主要途徑。顯示這個學習方法相

當依賴行為練習，只有認知而無行動不易獲得利益，不願或不能從事練習的學習者即是

此方法的限制之處。 

    另一種結合佛法與心理治療的取徑並非從體驗學習出發，而是從佛教重要經典論述

著手，透過兼具深刻熟悉佛法與心理治療者的思辯，嘗試梳理兩者間的異同與差距，巧

妙將看似嚴肅抽象的修行規準，轉換為心理治療的策略與會談原則，將正知正見的分析

與客觀理性思維導入生活實際經驗中進行檢視，以認知催化各種身心變化現象樣貌的覺

察與行為修正，近可離苦得樂如去病，遠可超凡入聖如甘露，既收心理治療之效又能轉

識成智為菩提，可說是以認知學習為主要的學習取徑，非常適合能接受佛教思想者自立

立人之用。期從信、願、行、解的學習循環中日進有功。研究上甚至進一步將佛法中的

核心觀點，如空性的理解（何慧芬，2000；賴賢宗，2003）、自性開展（夏允中，2017，

2020a，2020b；夏允中、黃光國，2019；夏允中等，2018）、不執著（莊慧琳等，2014；

施竣騰，2017；蕭彥岑等，2019）、心理接納（釋宗白、金樹人，2010；David et al., 2013 ; 

Dryden & Still, 2006 ; Goleman, 2003/2010）等要素加以心理歷程的解析，形成具體的治

療策略。故這些研究論述與治療策略的發掘，恰可成為學習者的鷹架理論（Scaffolding 

Theory），讓佛法經典不僅可讀也可修，活化經典同樣能落實於生活以實踐人間佛法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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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羅家玲，2020）。而此認知學習模式正與前述的正念體驗學習模式恰有不同，它先提

供完整的學習地圖，以立志發願成佛成菩薩作為衛星導航，讓人以終為始地著眼於眼前

的生活修練，從戒定慧的三主軸下手，建立全面良善的生活型態與生活規準，以深入經

藏且落實法教義理為認知的學習地圖，故並非在蒲團觀察自身即可開悟，立定志願且次

第漸進的系統性學習是其策略，也考驗學習者長期修學的精進毅力。故以此方法學習者

從正知正見著手，引領行為的修正與覺悟。本期作者李秀如、許梅茵、夏允中（2021）

在接受與承諾療法中精進，以涵涉佛法智慧來修正 Hayes 從 1994 年至 2009 年所發展的

接納與承諾心理治療（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 ACT），其中首要之處就是先

以善與不善做為評估起心動念的基礎，並以學習佛法智慧作為終極目標，然後才能運用

接納與承諾等策略，可見此方法中仍以立志學佛、遵行戒律（不做非善）的修行智慧進

行心理治療，閱讀者自可從中窺得兩者交融的巧妙之處。 

    此外，本期作者簡秀真等（2021）從痛苦乃執著所致的佛法教理中，嘗試梳理出離

開執著以減少痛苦的心理治療之道，其中可見，不執著正是培養心理彈性以面對各種無

常本質的重要修練方法，不僅可以化解痛苦情緒，同時也是體會出無我、無常等真實世

界觀的開悟好策略。至此，與四念處的內涵:「觀身不淨、觀受是苦、觀心無常、觀法無

我」可說是殊途同歸、異曲同工之妙，值得讀者從中領略。 

    在諮商與治療的領域中的治療理論多由近代心理學家引領，鮮少從具有重要恆久影

響力的靈性導師、哲學家、思想家的智慧中延續或轉化為學院式的心理治療理論。反思

諮商工作的功能雖然解決眼前生活問題，但是否真正學習脫離煩惱痛苦，而獲得終極真

實快樂的智慧則不得而知。故在各種文化與歷史中廣被流傳的長青哲學（Perennial 

philosophy）可能具有放諸四海的諮商治療之智慧，等待有志之士藉之豐厚諮商治療積極

功能的養分。而近年隨著佛法智慧逐漸對西方心理治療與諮商產生的長足影響，正呼喚

心理工作者不可輕忽本土長青哲學的深厚內涵（王學安，2020），對於心理諮商教育工作

者也將帶來深遠的文化沉思，唯有諮商師本身能夠身體力行，才有機會協助當事人隨之

展開靈性或啟發智慧的靈性成長與諮商。佛法智慧之於心理治療或諮商的啟發與工作模

式的取徑，值得持續開發與探究。執筆此刻，正值有西方正念之父的一行禪師（ Thich 

Nhat Hanh)圓寂示現之際。亦謹以此文表達對佛法現代僧寶之崇高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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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sychotherapy Approach Based on Buddhist Wisdom 

 

 Jia-Ling Luo *  Chih-Hung Wang 

  

Abstract 

 

This issue focuses on the use of the wisdom of Buddhism through specific methods of 

psychotherapy and the practice of liberation from suffering or the goal of cultivating Buddha-

nature. The authors of the three articles are beginner or senior scholars who are committed to 

the localization of social sciences, including: the application of mindfulness practice in 

relieving menstrual pain in women; demonstrating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benefits of 

mindfulness practice; and reflecting on current prevailing Chinese and Western beliefs that 

mindfulness can be used in life self-healing. In addition,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Buddhist 

teachings, the articles criticize and reexamine the Mindfulness-based 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ACT) so that treatment steps can reflect the profound meaning of the 

Buddha Dharma. Regardless of psychotherapy or Buddhist study, the ultimate goal is to "relieve 

suffering". The key strategy for freeing suffering is "non-attachment", and how to take specific 

steps to achieve "non-attachment" is imperativ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udying the path of 

Buddhist whether starting from mindfulness meditation or Mahayana scriptures, in the study of 

"superior" and "contemplation", we will gradually move towards the goal of "development of 

awarenes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goal of "self-nature development". This is a good start. It is 

very worthy of reflection and reference for those interested in Buddhist practice or interested 

in the integration of local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and Dhar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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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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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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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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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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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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u-Mei 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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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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與承諾療法中心理接受與心理治療步驟再修正： 

回到原來的面目 

 

李秀如 許玫茵 夏允中* 

 

摘要 

 

    心理接受是接受與承諾治療的重要概念。此療法的發展是建築在佛法的基礎上，其

創始人 Hayes 曾說過佛法的智慧是前科學系統，接受與承諾治療的實徵研究結果都可以

用來支持佛法的概念與修練是實際上有效的。但心理接受並沒有完整涵蓋與詳細說明修

養心理接受過程中如何對治個人內在慾望、慣性與自我中心。因此本文先探討西方心理

接受之內涵，再來探討心理接受在西方心理治療的應用與限制，接續探討以說明含攝佛

法智慧的心理接受修養的涵義、內容與修練方法，最後提出修正的接受與承諾療法中心

理接受與心理治療步驟。依據佛法智慧，心理接受的目的是要朝向自性覺醒，回到原來

的面目，我們原來的面目是可以接受所有心理活動，但不會有任何的心理煩惱或情緒困

擾。然而要達到沒有任何的心理煩惱或情緒困擾，需要長久的修養，因此實務修養可以

採用減低或消除 24 個不善自我，來回到自我原來的面目，將心理煩惱或情緒困擾降到

最低。心理接受應用在心理治療實務中的三個目標為：減輕症狀、鼓勵培養佛法智慧、

建立實踐自性覺醒的修養習慣來回到原來面目。本文含攝佛法智慧來修正 Hayes 心理治

療歷程的六步驟並加入兩個步驟，共提出八步驟分別是：（1）評估個案的善與不善自我。

（2）鼓勵個案培養與吸收佛法智慧。（3）接受：接受善與不善自我。（4）與此時此刻連

結：連結善的自我來達到無我。（5）視自我為情境的脈絡：視原來的我為情境的脈絡。

（6）脫離糾結：化解不善自我。（7）價值觀：以佛法的智慧為價值觀。（8）承諾行動：

建立實踐自性覺醒的修養習慣。此佛法脈絡下的心理接受修養歷程可說明如何透過心理

接受修養以達到真實與持久的快樂，並提供心理治療另一個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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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心理接受（psychological acceptance）是接受與承諾治療（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ory, ACT）的重要概念（Feeney & Hayes, 2016），也是情緒調節機制的關鍵因素之一

（Lindsay & Creswell, 2019）。Feeney 和 Hayes（2016）在《正向臨床心理學》一書中提

及心理接受（psychological acceptance）是一種能以正向態度、不迴避負向想法與感受並

不隨之流動的能力。擁有心理接受能力的人會對自己不願有的想法、情感和生理感受等

經驗依舊維持著開放的狀態（McCracken & Zhao-O'Brien, 2010），個體不企圖改變、避免

或其他方式來控制自我所經驗到的想法、感覺及生理感受（Hayes et al., 1996），不急著

想要擺脫其不想要的想法、情緒和感覺（Fletcher & Hayes, 2005）；心理接受也是一種心

理活動歷程，是一種當人們的困擾出現時，伴隨著時間的流動，人們接觸內在自我、面

對與瞭解自己情緒狀態的歷程（MacInnes, 2006）。心理接受與情緒間有其關連性（Keogh 

et al., 2005; McCracken & Zhao-O'Brien, 2010），情緒是人們生存的自然產物，其具有功

能性，Hayes 和 Pierson（2005）指出當情緒出現時，讓自己停留在情緒中與情緒相處，

不急著平復情緒或試圖讓情緒消失，個人透過關注情緒瞭解內在的需求與渴望，此種經

驗或關注情緒的方式能幫助個人提升對情緒經驗的接受程度。此概念可類比為個人在經

歷哀傷失落事件時其認知及心理狀態從經歷否認、抗拒、討價還價、平復以至接受的歷

程般，心理接受從個人覺察其情緒存在的開始，再經歷轉變的過程，而後逐漸接納情緒

直至釋懷（Gerber et al., 1992），此為心理接受的歷程展現。 

心理接受和個體的心理健康及行為控制有極大的關聯性（Nakamura & Orth, 2005），

最主要其能促進個體更為開放的接受自我內在的情緒經驗（Hayes et al., 2006），心理接

受可協助個體在面對不可改變的負向生活事件時有較好的適應性並能以適切的行為因

應（Nakamura & Orth, 2005）。近年來有越來越多實徵研究支持 ACT 是個非常有效的療

法，例如有效治療焦慮（A-Tjak et al., 2015; Swain et al., 2013）、藥物成癮（A-Tjak et al., 

2015; Ruiz, 2010）、憂鬱（Ruiz, 2010; Yildiz, 2020）與精神病症狀（psychosis symptoms），

包含妄想、幻覺、不合宜的行為與缺乏現實感（Wakefield et al., 2018; Yildiz, 2020）。研

究結果也支持 ACT 可以增加工作滿意度（Bond & Bunce, 2000, 2003）主觀幸福感 （Brown 

et al., 2016）、與身體健康（Pears & Sutton, 2020）及減低慢性疼痛（Feliu-Soler et al., 2018）。  

   ACT 認為心理疾病的發生導因於個人的認知混淆和對經驗的逃避所產生在心理彈

性上的缺乏。當個體慣性採取經驗迴避的策略，以此逃離、抗拒接觸日常生活中所經驗

到不想要的想法、情緒、記憶或感覺經驗時，會影響個人心理功能狀態之運用（Germer 

et al., 2013; Herbert & Forman, 2011），諸如情緒壓抑、循環性的負向思考、進而產生不適

應性的行為（Chawla & Ostafin, 2007）、造成更長時間的困擾加劇（Campbell-Sills et al., 

2006）、甚或導致特定的心理疾病（Chawla & Ostafin, 2007）等；反之，增加個人生活中

的經驗性接受則能調和個體的心理狀態並為治療心理疾病帶來益處（Germer et al.,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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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bert & Forman, 2011），此心理接受的概念則和完形治療相似，其指出當個體越能經

驗到自我、他人和環境，並經驗此時此刻個人內在和外在環境的接觸和互動時，個人便

能朝向完整的自我發展（Yontef, 1993）。因此心理接受在 ACT 有著非常重要的角色，這

也是本研究選擇探討心理接受的原因。 

    另外，ACT 的發展是建築在佛法的基礎上，其創始人 Hayes（2002）曾說過佛法的

智慧是前科學系統（prescientific system），ACT 的實徵研究結果都可以用來支持佛法的

概念與修練是實際上有效的。事實上，我們認為佛法是很科學的，最主要有兩個原因，

第一是佛法是經過合理的推論而來的，因此可以用邏輯的推理來檢驗；第二是佛法是實

際有效的，因此可以用經驗來檢驗。這兩個檢驗的標準剛好也是科學檢驗的標準。 

    但 ACT 中的心理接受及步驟內涵並沒有完整涵蓋佛法的智慧，與在心理治療過程

中如何對治個人內在慾望、慣性與自我中心的脈絡。因此本文將從說明心理接受在西方

心理治療的應用與限制，並提出含攝佛法智慧的接受與承諾療法中心理接受與心理治療

步驟。 

 

貳、心理接受在西方心理治療的應用與限制 

 

    心理接受是西方心理治療在這過去十幾年中相較流行的概念（Herbert & Brandsma, 

2015），其與正念（mindfulness）等概念常被運用於認知行為治療(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CBT）（Herbert & Forman, 2014），不僅如此，傳統的心理分析治療（psychoanalytic 

psychotherapy）也採用修正後的以正念為基礎的概念運用之（Ventegodt et al., 2007）。心

理接受的產生可說是受到正念被西方學者關注、探究並定義後所延伸之重要概念

（Herbert & Forman, 2014）。 

    隨著 19 世紀正念概念的引進與西方科學研究的結合，「正念」被不斷的改良並整合

成當代心理治療的重要概念和技術（Williams & Lynn, 2010），並發展出多種以正念為基

礎的介入和許多針對正念處遇的實徵研究（Duan & Ho, 2018）。Kabat-Zinn（1994）將正

念定義為：以一種特別的方式，如刻意的、當下的、不批判的方式注意，爾後又補充其

為在當下、有意識的注意且不批判的留意時時刻刻隨之而來的經驗的覺察（Kabat-Zinn, 

2003），自此，開啟西方學者對正念探究的序幕。 

    而「接受」一詞的出現與發展也因正念受到更多西方學者的探究、對其本質的分析

與應用後逐漸受到關注，例如 Brown 等人（2007）指出正念的本質為對當下事件和經驗

的接受性注意和覺察，Cardaciotto 等人（2008）歸納臨床心理學上對正念的兩種重要概

念之組成為覺察（awareness）及心理接受（acceptance），並進一步說明心理接受是個體

對經驗的「接受」，是一種以不批判、接受、開放和慈悲態度接受隨之而來的經驗。Hayes

提出心理接受是對所有經驗其是毫無心理防衛的體驗（Hayes,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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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 年代早期，認知行為治療學派（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CBT）將接受的

概念導入 CBT 中，形成以接受為導向的 CBT 模型（Orsillo et al., 2004），部分用以替代

傳統認知行為治療中直接改變個人的負向經驗、想法、信念、記憶等，改以接受的態度

或方法策略來因應個人的痛苦經驗和感受等，並發現有不錯的成效（Herbert et al., 2009）。

與此同時，出現更多實徵研究發現制止思想通常會造成更大的反彈效應且會增加個人對

此思想出現的頻率和強度（Abramowitz et al., 2001; Wenzlaff & Wegner, 2000），以及諸多

研究證實經驗性逃避對個體在認知、情緒、行為等層面之負向影響與維持（Chawla & 

Ostafin, 2007; Hayes & Wilson, 1994; Hayes et al., 1996; Kashdan et al., 2006a; Kingston et 

al., 2010; Tull et al., 2004; Wenzlaff & Wegner, 2000），在此一脈絡下，「心理接受」受到更

多學者的關注、探究與應用，使其概念更廣為人知。 

  Herbert 和 Brandsma（2015）指出心理接受是個人對其主觀經驗（特別令人苦惱的

經驗）的積極擁抱，其並非消極的容忍負向經驗，而是以沒有評價和防衛的態度經驗之，

而許多涉及心理接受且與之相似的概念，如認知疏離（cognitive distancing or defusion）、

後設認知（ metacognition ）、體驗性的接受（ experiential acceptance ）、心理彈性

（psychological flexibility）、冥想（meditation）等概念。 

以下將說明心理接受在西方心理治療（ACT）的應用與限制。 

 

一、心理接受在西方心理治療的應用 

 

    接受與承諾治療目前已是公認第三波認知行為治療最具代表性的治療模式（Hayes, 

2004），廣泛運用於臨床中，而心理接受則是 ACT 的重要核心概念之一，其運用接受

（acceptance）、正念（mindfulness）、承諾（commitment）與行為改變（behavior change）

的歷程增進個人的心理彈性（Cullen, 2008），提升個人面對生活困擾的內在狀態與自我

調適。 

心理接受是以一種願意（willing）面對且開放的態度來接受情緒經驗，將焦點放在

人們的想法與感覺間的關聯性（Hayes et al., 2004），其目標在於增加個體的心理彈性

（Feeney & Hayes, 2016; McCracken & Gutiérrez-Martínez, 2011），並透過培養心理彈性

的方式來促進心理接受（Hayes et al., 2011）。心理接受在接受與承諾療法中的核心概念，

此療法透過六個歷程：1.接受（acceptance）、2.脫離糾結（cognitive defusion）、3.與此時

此刻連結（contacting the present moment）、4.視自我即脈絡（self-as-context）、5.價值觀

（values）與 6.承諾行動（committed action）的運作歷程來增加心理彈性（Hayes & 

Duckworth, 2006; Hayes et al., 1999）， ACT 另一個重要目的是協助個案追求有意義的人

生（Kashdan & Rottenberg, 2010）。如同前面所提過 ACT 是建築在佛法的智慧上，目的

是在世俗的世界中來離苦得樂，透過放下我執、正念、正確的行為來朝向無我的修練。



32 
 

以下簡述 ACT 六大核心歷程（Ciarrochi & Bailey, 2008; Harris, 2009; Hayes et al., 1999; 

Hayes et al., 2011）： 

（一）接受（acceptance） 

以願意面對、不防衛的態度來經驗這些不想要的想法、情緒與感受。不需為此而責

備自己，容許這些痛苦經驗的來去，讓自己能逐漸從反覆的經驗性逃避中脫離循環。 

（二）脫離糾結（cognitive defusion） 

容許心中的想法只是想法，而不會是事實。透過降低言語與認知間的負面連結，減

少被心中想法所綁架的情形，而漸能脫離糾結。 

（三）與此時此刻連結（contacting the present moment） 

過去的經驗性逃避與認知糾結容易讓自己再次陷入過往之狀態且害怕未來，以致無

法與當下的內、外在世界經驗連結而作出錯誤決定、失去新可能性。不對心中想像的自

我作出評價。鼓勵有意識的停留在此時此刻，藉由此時此刻的觀察和接受與當下的想法、

感覺與情緒同在。 

（四）視自我為情境的脈絡（self-as-context） 

當誤把心中對自我的想法認為此即是自我時，便會此以作出相對應的錯誤自我評價。

練習不再認同心中的自我，以超越心中自我的角度，採取以環境脈絡瞭解自我，接納自

己的各項內在概念，而不受到負向自我影響與威脅。 

（五）價值觀（values） 

選擇自己想達成的整體人生方向，而非單指具體要實現的目標。依據自己所想要的

人生價值觀，貫穿在此時此刻的各個行動中就能往想要的方向前進。 

（六）承諾行動（committed action） 

在練習接受、脫離糾結、與此時此刻連結、透過脈絡瞭解自我及選擇重視的價值之

後，個人需要承諾改變以及行動。承諾行動步驟：選擇一個優先需要改變的生活領域、

選擇在這領域中所追求的價值觀、依據價值的引領來形成目標、採取正念（mindfulness）

的行動。 

接受與承諾療法運用上述概念調節個人不適應的情緒感受與想法，以不迴避情緒的

體驗、不壓抑想法或不過度涉入自己的情緒狀態（Hayes et al., 1996; Nolen-Hoeksema et 

al., 1986），練習以非批判性的觀察充分地關注當下的情緒經驗，幫助個體運用相較健康

的方法進行情緒歷程的調節（Hayes & Feldman, 2004），以消除適應不良的情緒迴避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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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han, 1993），個人在壓力、憂鬱與焦慮情緒的困擾程度也隨之明顯的降低（Bond & 

Bunce, 2000; Feros et al., 2013; Kashdan et al., 2006b）。 

 

二、心理接受在西方心理治療的限制 

 

ACT 是行為學派第三波運動的產物，第三波運動的變革是以接納與正念的作法取

代第二波運動的駁斥信念而成為此時期的特色，此種融入東方禪概念的心理治療，實徵

研究上可發現其不錯的治療成效，也吸引了許多臨床實務工作者的學習與應用，與此同

時，亦有學者開始檢視並探究此種結合與改良東方禪之心理治療在運作與本質上與佛法

智慧之差異，其中指出西方主流的「正念」與傳統佛法中的「正念」概念在自我修養的

內涵上有其根本上之差異性（Chiesa & Malinowski, 2011；越建東，2018），此外亦提及

佛法智慧中的正念不僅止於當下的關注，更是需要了解痛苦產生的來源及如何解決痛苦，

透過實踐慈悲心之過程以求自我與他人解脫苦痛（Purser, 2015），倘若忽略原有的佛法

脈絡，易造成只著重在舒壓或改善工作與學習的成效（林之丞、夏允中，2019），由此可

見西方主流的心理學缺乏華人智慧中的自我修養（Hwang et al., 2017），西方學者沒有完

全擷取佛法的智慧，這會導致心理治療的發展與運用出現缺失與限制。 

呈上所述，若以佛法的角度來看 ACT，並沒有完整的以涵蓋佛法智慧的心理接受與

詳細說明心理治療過程中如何對治個人內在慾望、慣性與自我中心。ACT 的最大優點是

將心理接受視為促進個體行為改變以及減少痛苦的一種手段（Herbert et al., 2009），此最

終目的是促進個體產生新的健康行為（Zhang et al., 2017），以達到強化個體的自我功能，

然而此種對個人自我層面的關注也反映了西方以基督文化為主所發展的個人主義自我

觀（Cohen & Hill, 2007; Triandis, 2001），這種觀點普遍反映了西方心理學上的所探究的

重點：「自我」的內在運作歷程，並非常看重自我的滿足、維持與強化（Koole et al., 2018），

此現象可從西方心理學建構各式各樣以自我為基礎的理論，如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self-regulation theory, self-efficacy theory, self-esteem theory, self-perception theory, self-

discrepancy theory，此種強調對自我的關注與滿足亦產生以自我利益為優先及以自我為

中心的狀態（Deci & Ryan, 2000），最終會導致個體產生不穩定的快樂（Dambrun & Ricard, 

2011），且更可能引發及提高個體在情緒上的浮動性。對此，佛法智慧中亦有詳細的闡

述，其說明一旦個體擁有自我會導致自私的出現，而痛苦的來源正是個人慾望所致，當

個體渴望令其感到愉快之事物時，便會本能地逃避使其不愉快之事物，此外，個體的慾

望驅動與欲望的滿足常是因特定人事物或外在情境的發生使然，而此種自我結構之運作

即是個人煩惱所在（Shiah, 2016）。 

因此，在此強調個人主義脈絡下所發展出來心理治療，是與佛法智慧中強調要體證

無我的狀態也就是回到原來的面目，是非常不同的。簡單的來說回到原來的面目，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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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體悟到我是沒有獨立存在的本質與我是會變動的（Shiah, 2016），從佛法的角度來看

，如果過度強調自我，則心理問題是治標不能治本，因個體會以快樂的追求、個人慾望

的滿足為優先考量，且易受外在環境的刺激、影響產生更多的渴求、分別與好惡，更強

化情緒的浮動性，心理治療的協助無法促使個體在根本上的減少自我中心的欲求與浮動

的情緒。倘能在法制及人與人互動中實踐無我，將自我的分量減低，便能因應心理困擾

（楊淑蘭，2019），透過降低慾望（戒）、練習靜坐（定）與吸收佛法智慧（慧）來邁向

無我的境界（Shiah, 2016）。ACT（Luoma & Vilardaga, 2013; Masuda et al., 2007）整個六

步驟中其最關鍵之缺失為少了含攝佛法智慧來引導個案有更正確思考與行為，來邁向有

意義的人生。尤其是個人在心理接受修養過程中如何對治個人內在之慾望、慣性與自我

中心（我執）之脈絡。因此，本文接著提出含攝佛法智慧的心理接受修養的涵義與內容。 

 

參、含攝佛法智慧的心理接受修養的涵義與內容 

 

  此處先說明心理接受修養之涵義，再以佛法智慧中的善與不善自我論述如何回到

自性之方法，並於第四節以涵攝佛法智慧之概念修訂接受與承諾療法中心理接受與心

理治療步驟之修正。 

 

一、心理接受修養的涵義：心理接受是指接受不善自我，目的是要朝向自性覺醒，趨

向原來的面目 

 

佛法中的自性有二重定義，《般若經》最重要的闡釋者龍樹在《大智度論1》指出：

「自性有二種：一者，如世間法，地堅性等；二者，聖人知如、法性、實際」。第一重

的自性（世俗自性）是指世俗事物的存在所被感知到的性質，譬如：地、水、火與風的

自性分別是堅、濕、煖與動，而個體「我」的自性即是本文之後介紹的善與不善自我所

分析出來，是個體的行動、知識、社會人格與本能……等暫時性、條件式的存在，佛法

稱爲緣起、依他起，也就是無自性、自性空與無我；第二重的自性（勝義自性）是指證

悟無我的聖人所認知的自性真如，或稱為法界、實際，即基於般若系經論闡於如來藏系

經論的真性、真心，是恆常性的存在（張峻嘉等，2019；楊惠南，1993），綜合上述，

佛法所提的世俗自性與勝義自性都是原來的自我。 

夏允中（2020a）在基於自我不擁有恆常獨立的存在型態與性質，自我是因緣和合所

產生的，所以自我是可以被改變的，在此假設下建立自性覺醒心理治療理論，其中說明

自我執著會造成非理作意的不善自我而產生心理困擾，並提出強大善的自我與縮小非理

作意的不善自我的心理治療方向，透過修養往原來的自性面目邁進。 

 
1 大智度論為龍樹菩薩造論，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翻譯，佛陀教育基金會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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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執會造成非理作意的不善自我，因此較不執著則較不會造成非理作意的不善自我，

而心理接受是能以正向態度、不迴避地讓負面想法與感受流動的能力（Feeney & Hayes, 

2016），是能經歷負面情緒和想法的能力（Bond & Bunce, 2003），也就是說心理接受不

善自我就較不會執著，不善自我的程度也會相對降低，因此筆者基於夏允中（2020a）所

提之自性覺醒心理治療理論，認為更適合佛法脈絡的心理接受是指接受不善自我，以原

來的我為方向修練。心理接受的目的是要朝向自性覺醒，回到原來的面目，我們原來的

面目是可以接受所有心理活動，但不會有任何的心理煩惱或情緒困擾。此點也是筆者延

伸 ACT 原有心理接受的定義，心理接受是指接受不善自我。 

 

二、回到自性的方法：減少與消除二十四個常見會遮蓋原本自性之自我，並強大十五

個善的自我，便能縮小不善自我 

 

依據前述自我不擁有恆常獨立的存在型態與性質，自我是可以改變的，然而佛法中

要回到自性，達到沒有任何的心理煩惱或情緒困擾需要長久的修養。本文前段說明適合

佛法脈絡的心理接受是指接受不善自我，以原來的我為方向修練，不善自我的根源是因

為自我執著而造成非理作意。透過消除不善自我與減少欲望，經由修練邁向自性覺醒的

無我境界，以看見原來的心性、本來面目的我（Shiah, 2016）。本文採以自性覺醒心理治

療理論（夏允中，2020a）中修養善與不善自我回到自性的方法說明，初步的實務修養可

以採用減少與消除二十四個常見會遮蓋原本自性的不善自我，強大十五個善的自我，不

善自我就會縮小，如此一來可提高情緒的穩定性而達到平靜快樂的無我境界。 

本文採用《大乘百法明門論研究2》所說明之二十四個常見會遮蓋原本自性的不善自

我與十五個善的自我如下： 

 

（一）24 個不善自我（分屬於一般心理現象、對應於佛法與屬於自性覺醒的不善自

我） 

1.屬於一般心理現象的不善自我  

（1）「忿」：對不順心的事感到氣憤與產生暴行。 

（2）「恨」：無法忘懷忿怒的事物及懷恨在心。 

（3）「惱」：對這些不順心的事感到懊惱心煩。 

（4）「覆」：隱瞞自己的缺失及無懺悔。 

（5）「誑」：以手段欺騙他人而滿足自己的慾望。 

（6）「諂」：以假裝順從的手段來滿足自己的慾望。 

（7）「憍」：對自己的優點感到傲慢自大。 

 
2 大乘百法明門論研究為天親菩薩造論，玄奘法師翻譯，簡金武居士撰述，佛陀教育基金會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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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害」：對他人有損壞之心。 

（9）「嫉」：對他人優點感到不悅與嫉妒。 

（10）「慳」：有能力時不願分享財物或智慧。 

以上這十種不善自我會個別升起，最容易於行為顯現與被觀察到，建議可以從這十

個不善自我著手，再來著手進行其他的不善自我。 

2.對應於佛法的不善自我 

（1）「無慚」：對於悖離佛法所做的思考與行為，沒有反省之心。 

（2）「無愧」：不理會佛法智慧所勸戒的勿做之事。 

3.屬於自性覺醒的不善自我 

（1）「不信」：尚無法接受與學習佛法的智慧。 

（2）「懈怠」：懶惰而不精進於自性覺醒。 

（3）「惛沉」：身心萎靡而無力精進自性覺醒。 

（4）「掉舉」：心思都放在追求欲望滿足的快樂。 

（5）「放逸」：享樂而不精進於自性覺醒。 

（6）「失念」：無法時常檢核與消弭言行舉止與佛法智慧間的差距。 

（7）「散亂」：思想與行為時常在不善自我中紛飛，無法保持良好的善的自我。 

（8）「不正知」：沒有正確的佛法智慧。 

（9）「睡眠」：已有充分睡眠而再繼續睡。 

（10）「後悔」：對已做之好事感到後悔。 

（11）「尋」：對想做的不好之事有粗略思考。 

（12）「伺」：對想做的不好之事能有細心的觀察等候與思考。 

以上第二、三類的十四個不善自我，會與第一類屬於一般心理現象的不善自我一起

俱生。 

 

（二）十五個善的自我 

1.「信」：對自性覺醒修練有信心。 

2.「慚」：有反省能力，對自己的過錯會產生羞恥的心理。 

3.「愧」：做了佛法智慧勸戒不要做的行為時，面對他人會感到羞愧。 

4.「無貪」：對所有境界或萬緣沒有貪愛。 

5.「無嗔」：不順己意時不生嗔恨煩惱。 

6.「無癡」：明白佛法智慧。 

7.「精進」：努力修養自性覺醒，邁向自性覺醒。 

8.「輕安」：對所緣的境界感到身心輕快安適。 

9.「不放逸」：不會放縱身心享樂，專心修練自性覺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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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行舍」：不浮不沈地保持平等正直的境界。 

11.「不害」：沒有害他人的想法與動作。 

12.「睡眠」：有充分睡眠。 

13.「後悔」：對已做壞事感到後悔。 

14.「尋」：對想做的好事有粗略思考。 

15.「伺」：對想做的好事細心等待與思考。 

接受與承諾療法中缺少了心理接受修養過程中如何對治個人內在慾望、慣性與自我

中心的脈絡，因此接下來將以佛法脈絡的心理接受修養來提出如何應用於心理治療歷程，

包括人性觀、治療目標與治療要點及歷程。 

 

三、人性觀 

 

佛陀言「四大（風、水、火、地，古代認為構成一切物質世界的元素）本空，五蘊

非有」，意即佛法認為自我的本質是沒有自我的，也就是空（夏允中等人，2018），因為

自我本身沒有擁有恆常不變的獨立存在型態與性質，所以自我是可以改變的（夏允中，

2020b）。 

 

四、治療目標 

 

  透過縮小與消除不善自我的執著來達到真實持久的快樂，並體認到自我並不是真

實恆久與獨立存在的，邁向原來的自性面目，讓煩惱不是煩惱，讓困擾不再是困擾

（夏允中，2020b）。在實務上的目標呈現是： 

 

（一）減輕症狀 

  可以針對個案較容易縮小的不善自我與增加善的自我來達成症狀的減輕，先讓個

案有機會感受到痛苦的減輕，並說明本心理治療的目標與歷程概念。 

 

（二）鼓勵培養佛法智慧 

  鼓勵個案追求更長、更穩定的恆常快樂，用世俗淺白的話語解說佛法智慧心理接

受概念。 

 

（三）建立實踐自性覺醒的修養習慣來回到原來面目 

  鼓勵個案修養心理接受，培養修養的習慣以回到本來的自性面貌。 

  其中，對於個案為非佛法的信仰，筆者建議治療者可以用世俗淺白的話語說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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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治療的要義，若個案的症狀有獲得大幅減輕，可以向個案介紹本心理治療的佛法

原理脈絡，並鼓勵個案不要將佛法視為宗教，佛法是提供智慧與方法透過自我修養來

達到平靜快樂的境界。 

 

肆、含攝佛法智慧的心理治療要點與心理接受治療歷程: 接受與承諾療法中心理接受

概念再修正 

 

本文最主要的是含攝佛法智慧來修正 Hayes 心理治療歷程的六步驟，並修訂原六步

驟，再新增加兩步驟，共提出八步驟的心理治療歷程，並以案例逐步說明。案例：小喬，

35 歲職場女性，結婚五年，育有兩子，當事人自述因家事分工及教養、照顧子女問題與

先生常有爭執且兩人家庭觀念差異大，生活中常有意見分歧及看先生在家庭中諸多行為

的不順眼等，進而影響夫妻關係與情感，當事人也因此出現情緒上的困擾。 

 

一、評估個案的善與不善自我 

 

本文採用 24 個不善自我及 15 個善的自我，依此評估個案目前的心理接受善與不善

的狀態。本文接著說明 24 個不善自我與 15 個善的自我舉例，提供治療者有實際的範例

參考，所有的範例都是我們團隊實務經驗所曾經發生過的。 

 

（一）24 個不善自我舉例 

1. 「忿」：對不順心的事感到氣憤與產生暴行。如：當事者對先生不做家事（不順心的

事）感到生氣並出現遷怒責罵或打小孩之行為（感到氣憤與產生暴行）。 

2. 「恨」：無法忘懷忿怒的事物及懷恨在心。如：當事者耿耿於懷（無法忘懷、懷恨在

心）先生拒絕幫忙帶小孩一事（忿怒的事物）。 

3. 「惱」：對這些不順心的事感到懊惱心煩。如：當事者對於先生未做到分擔家務之責

或草率處理家務之態度與行為（不順心的事）感到心煩意亂（感到懊惱心煩）。 

4. 「覆」：隱瞞自己的缺失及無懺悔。如：當事者刻意跟先生隱瞞打小孩一事（隱瞞自

己的缺失），且未反思自己因情緒過於波動而出現打小孩之行為（無懺悔）。 

5. 「誑」：以手段欺騙他人而滿足自己的慾望。如：當事者因購物（滿足自己的慾望）

擔心被先生叨念而謊稱商品價格（以手段欺騙他人）。 

6. 「諂」：以假裝順從的手段來滿足自己的慾望。如：當事者因想獲得好媳婦之認同（滿

足自己的慾望），而假裝順從婆婆之要求，但背地裡卻跟先生抱怨婆婆不是（假裝順從的

手段）。 

7. 「憍」：對自己的優點感到傲慢自大。如：當事者因為自己的工作能力比同事佳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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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司賞識，而認為公司沒有自己不行（感到傲慢自大）。 

8. 「害」：對他人有損壞之心。如：當事者看到與自己心儀對象互動不錯之人，對其心

生歹意（有損壞之心）。 

9. 「嫉」：對他人優點感到不悅與嫉妒。如：當事者對於同事做事效率高（他人優點）

而心生忌妒（感到不悅與嫉妒）。 

10. 「慳」：有能力時不願分享財物或智慧。如：當事者有專業能力及地位（有能力）但

吝於指導新進同事（不願分享財物或智慧）。 

11. 「無慚」：對於悖離佛法所做的思考與行為，沒有反省之心。如：當事者認為痛打小

孩可以作為先生不分擔家務的合理情緒宣洩管道，悖離佛法之「修善如春日之草，未見

其長而有所增；行惡如磨刀之石，未見其滅而有所損」（悖離佛法所做的思考與行為）且

沒有反省之心（沒有反省之心）。 

12. 「無愧」：不理會佛法智慧所勸戒的勿做之事。如：當事者之不理會（不理會）佛法

所言之「修善如春日之草，未見其長而有所增；行惡如磨刀之石，未見其滅而有所損。」

告誡並經常欺凌弱小動物（佛法智慧所勸戒的勿做之事）。 

13. 「不信」：尚無法接受與學習佛法的智慧。如：當事者因深陷夫妻關係不佳之困擾而

無法接受（尚無法接受與學習）佛法所言之不善自我會造成心理困擾，影響心理健康，

善的自我可以往原來的我邁進（佛法的智慧）。 

14. 「懈怠」：懶惰而不精進於自性覺醒。如：當事者整天在家無所事事、好吃懶（懶惰）

作且安於現況（不精進於自性覺醒）。 

15. 「惛沉」：身心萎靡而無力精進自性覺醒。如：當事者不了解佛法智慧提出的善的自

我的好處與不善自我的壞處（無力精進自性覺醒），而無正確的生活方式（身心萎靡）。 

16. 「掉舉」：心思都放在追求欲望滿足的快樂。如：當事者把心思都放在吃喝玩樂上（追

求欲望滿足的快樂）。 

17. 「放逸」：享樂行動而不精進於自性覺醒。如：當事者樂於享受美食、玩樂（享樂）。 

18. 「失念」：無法時常檢核與消弭言行舉止與佛法智慧間的差距。如：當事者無法經常

檢視（無法時常檢核與消弭）自己的言行舉止與佛法善的自我要愈多與不善自我要愈少

的差距（與佛法智慧間的差距）。 

19. 「散亂」：思想與行為時常在不善自我中紛飛，無法保持良好的善的自我。如：當事

者會花很多的時間在很多不善自我裡面（很多不切實際的妄想）。 

20. 「不正知」：沒有正確的佛法智慧。如：當事者不了解善與不善自我的好處與壞處（沒

有正確的佛法智慧）。 

21. 「睡眠」：已有充分睡眠而再繼續睡。如：當事者已睡飽八小時（已有充分睡眠）又

繼續睡（再繼續睡）。 

22. 「後悔」：對已做之好事感到後悔。如：當事者經常對於自己所做之善事與決定（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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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之好事）而感到後悔（感到後悔）。 

23. 「尋」：對想做的不好之事有粗略思考。如：當事者想要有外遇之機會（想做的不好

之事），並思考可以去的酒吧有哪些（有粗略思考）。 

24. 「伺」：對想做的不好之事能有細心的觀察等候與思考。如：當事者想要有外遇（想

做的不好之事），便去特定的酒吧找下手對象（有細心的觀察等候與思考）。 

 

（二）15 個善的自我舉例 

1. 「信」：對自性覺醒修練有信心。如：當事者對於實踐善的自我與消除不善自我（自

性覺醒修練）有信心。 

2. 「慚」：有反省能力，對自己的過錯會產生羞恥的心理。如：當事者對於過往認為痛

打小孩可以作為先生不分擔家務的合理情緒宣洩管道是錯誤的（有反省能力），因而感

到羞恥（對自己的過錯產生羞恥心理）。 

3. 「愧」：當事者做了佛法智慧勸戒不要做的行為時，面對他人會感到羞愧。如：當事

者做了不善自我之事（佛法智慧勸戒不要做的行為）有反省力而感到羞愧（感到羞恥心

理）。 

4. 「無貪」：對所有境界或萬緣沒有貪愛。如：當事者當面對各種人事物（所有境界或

萬緣）時沒有貪心的念頭（沒有貪愛）。 

5. 「無嗔」：不順己意時不生嗔恨煩惱。如：當事者在面對各種人事物時，不因不合已

意之緣由（不順己意）而心生不滿或煩惱（不生嗔恨煩惱）。 

6. 「無癡」：明白佛法智慧。如：當事者能了解佛法智慧中的善與不善自我所造成的好

處與壞處（明白佛法智慧）。 

7. 「精進」：努力修養自性覺醒，邁向自性覺醒。如：當事者能理解佛法智慧中的善與

不善自我的影響，並努力實踐（努力修養自性覺醒）。 

8. 「輕安」：對所緣的境界感到身心輕快安適。如：當事者面對各種人事物（所緣的境

界）時身心放鬆感到舒適快樂（身心輕快安適）。 

9. 「不放逸」：不會放縱身心享樂，專心修練自性覺醒。如：當事者不沉迷於外界各種

人事物的享樂（不會放縱身心享樂），能實踐善與不善自我的修養（專心修練自性覺醒）。 

10. 「行舍」：不浮不沈地保持平等正直的境界。如：當事者不會受到外在人事物之影響

(不受不善自我影響)能保持正直(實踐善的自我)。 

11. 「不害」：沒有害他人的想法與動作。如：當事者不會出現有損他人之想法與行為(不

會出現不善自我之行為)。 

12. 「睡眠」：有充分睡眠。如：當事者能有正確且健康的生活作息（充分睡眠）。 

13. 「後悔」：對已做壞事感到後悔。如：當事者對於自己所作之不善行為（已做壞事）

有醒悟之心（感到後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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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尋」：對想做的事有粗略思考。如：當事者對於自己想做的事情會有初步的思考（有

粗略思考）。 

15. 「伺」：對想做的事細心等待與思考。如：當事者對於自己想做的事物能耐心等待並

保持思考之狀態（細心等待與思考）。 

 

二、鼓勵個案培養與吸收佛法智慧 

 

ACT 的主要治療目標是要改善個案與症狀的關係，通常在治療過程中會伴隨著症

狀的減輕。用佛法進行更完整的說明，主要治療目標會是以原來面目的我為方向，改善

個案與不善自我的關係，減少與消除二十四個不善自我，並強大十五個善的自我，而在

治療過程中不善自我便能改善，煩惱情緒也會隨之減輕。治療者在此階段協助個案了解

不善自我如何生成情緒煩惱，以致於看不見本來面目的自性而一直無法達到內心平靜與

快樂。說明學習佛法智慧、修養心理接受與心裡恆常穩定快樂之間的相關，鼓勵學習佛

法智慧。對於尚無法理解佛法智慧的個案可透過善巧的方式讓個案在學習佛法智慧修養

心理接受的初期就能感受到情緒煩惱的減輕，個案在實際經驗痛苦減輕、發現確實有療

效後便能主動積極欲了解此理論脈絡。 

案例治療歷程解說：治療者協助小喬覺察自己對於婚姻及先生的想法、觀點（不善

自我）為何，以及這如何導致負向情緒與行為的發生，讓自己一直無法達到內心平靜與

快樂，並使用小喬可理解與接受的世俗淺白話語方式說明佛法智慧中的善與不善自我是

如何造成其自身的情緒與煩惱之本源，讓小喬知道自己的心理困擾是由不善自我所致。 

 

三、接受：接受善與不善自我 

 

  ACT 藉著隱喻與練習讓個案接受在困擾情境中伴隨而來的情緒感受，而在佛法脈

絡中，更明確的說法是練習心理接受不善自我即伴隨而生的煩惱情緒。以願意面對、不

防衛的態度來經驗這些不想要的想法、情緒與感受，不需為此而責備自己，容許這些痛

苦經驗的來去，讓自己能逐漸從反覆的經驗性逃避中脫離循環。原來的 ACT 並沒有清

楚說明要接受那些想要的想法、情緒與感受，這些不想要或想要的想法就是善與不善的

自我，用願意面對以及不防衛的態度來接納自己有的這 24 項不善自我與 15 項善的自

我，在這階段個案會較無法分辨不善自我與本來面目自性之間的區別，個案會處在混淆

與混亂狀態中，這是正常的。尤其不善的自我具有很高的價值，因為它們是用來修練讓

我們可以回到原來的面目。所以佛法有句名言：煩惱皆菩提（回到原來的面目）。 

案例治療歷程解說：治療者協助小喬「看見」及「允許」自己的不善自我與伴隨而

生的情緒經驗，不責怪或逃避此感受經驗，引導小喬心理接受自己在婚姻關係中的善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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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善自我。 

四、與此時此刻連結：連結善的自我來達到無我 

 

個案依過去經驗預先設想將會面臨到的處境時，會開始浮現受到不善自我所影響的

自我評價、糾結的想法與煩惱情緒，個案會竭盡所能地逃避這些設想中將發生的不愉快。

治療師在這時候的治療方向不是要改變個案心中的想法，而是讓個案活在當下與此時此

刻連結。以具佛法智慧的說明是治療師在不會想要改變個案想法的前提下，藉著練習讓

個案活在當下感受善與不善自我的影響。原來的ACT鼓勵有意識的停留在此時此刻，藉

由此時此刻的觀察和接受與當下的想法、感覺與情緒同在活在當下，而佛法智慧認為留

在此時此刻最主要的方向就是要連結善的自我來達到原來面目。佛法鼓勵個案修練降低

「散亂」之不善自我的影響，透過降低「散亂」來與當下的此時此刻連結，當個案的思

緒不再亂紛飛後，就能專注在當下，不會輕易受到心中非理作意的想法感受影響而做出

遠離佛法智慧的錯誤評價，個案就可以明確辨識善、不善自我與本來面目之間的區別，

而連結善的自我達到無我。 

案例治療歷程解說：治療者沒有要改變小喬心中的想法，而是協助小喬停留在當下，

觀察當下的情緒感受與個人狀態，感受善與不善自我的影響，並專注讓自己散亂的思維

與情緒漸漸清晰並區辨善與不善自我，透過連結善的自我導向原來面目的我。 

 

五、視自我為情境的脈絡：視原來的我為情境的脈絡 

 

個案在受到煩惱情緒襲擊的同時，治療師是讓個案能活在當下與此時此刻連結，看

著自己所浮現出來的這些想法與感受，並且不帶任何評價的來觀察看著自己的這些想法

與感受。在ACT視自我為情境的脈絡，以更具佛法智慧的說明其實就是以原來的我（不

含有評價）為方向的看著內心這些善與不善自我想法感受的產生與流動。當誤把心中對

自我的想法認為那就是我，便會此以作出相對應的錯誤自我評價，所以ACT練習不再認

同心中的自我，以超越心中自我的角度，採取以環境脈絡瞭解自我，接納自己的各項內

在概念，而不受到負向自我影響與威脅。但要如何能確定在以環境為脈絡了解自我時，

能純粹的覺察而不會被我執我見所影響，對於佛法來說，以原來的我為脈絡即是以佛法

的智慧為依據做練習，鼓勵個案養成反思的習慣，以佛法智慧檢視自己善、不善的自我

而不再認同心中非理作意的不善自我，練習降低不善自我往自性覺醒邁進就可以避免與

減低心中對自我的想法認為那就是我。 

案例治療歷程解說：治療者在小喬能停留在此時此刻，感受善與不善自我的影響後，

協助小喬以原來面目的我為方向依據，來看這些善與不善自我的影響，漸漸發展出能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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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出二者的能力，便能重新再以原來的我為依據解讀在婚姻關係中善與不善自我所生的

想法及其影響，並能看見受到善的自我影響及能以原來的我為方向時，婚姻關係中出現

的新的可能面貌。 

 

六、脫離糾結：化解不善自我  

 

在視原來的我為脈絡階段與目前脫離糾結階段之間會有意識到善與不善自我的部

分。脫離糾結在 ACT 中是指要讓構成這些想法感受的語言影響變小，以更具佛法智慧

的說明是讓個案的不善自我影響變小，強大善的自我，並且發展出有助於回到原來的我

的想法，助於個案的日常生活能正常運行。因為認知是自我很重要的部分，對於佛法來

說要化解的認知就是不善自我，本文在此提出依據佛法的智慧就是要化解和降低不善自

我，容許心中的想法只是想法，而不會是事實，以減少被心中想法所綁架的情形，而漸

能脫離糾結，其實就是要化解和降低不善自我。個案在了解心理接受概念與開始學習佛

法智慧後，逐漸能辨識出這 24 項不善自我 15 項善的自我，也能辨識出處在心理接受狀

態及有無涵蓋佛法智慧的起心動念與行為舉止差異。隨著持續不斷練習，個案會愈來愈

能明確區分兩者的差別，也逐漸能化解與降低不善自我。 

案例治療歷程解說：治療者在小喬能辨識出自己的善與不善自我及其與原來的我之

間的差異後，開始以原來的我為方向依據，協助小喬逐步化解不善自我，邁向原來面目

的我，促進在婚姻關係中的自性成長。 

 

七、價值觀：以佛法的智慧為價值觀 

 

價值觀是個案的生活重要驅力，以更具佛法智慧的適切說明是當個案以回到原來的

我為依據時，個案所選擇的價值觀於是將不會受到不善自我所驅動而致使選擇了會令自

己持續陷入糾結狀態的價值觀，個案會產生出以原來的我為方向依據的價值觀。ACT 指

出要選擇自己想達成的整體人生方向，依據自己所想要的人生價值觀，貫穿在此時此刻

的各個行動中就能往想要的價值觀方向前進。在佛法中更進一步地指出有目的行動方向

即是以佛法智慧為指引，人生的目標就是要以佛法的智慧為價值觀依據來降低不善自我，

朝向自性覺醒前進。透過不斷的觀察自己不善自我與本來面目的自性間區別，持續修養

心理接受以降低這些不善自我，而能減少煩惱達到內心的平靜。 

案例治療歷程解說：治療者透過小喬在練習化解不善自我後，看見婚姻關係中痛苦

的減輕與快樂，鼓勵小喬以佛法的智慧為價值觀依據降低不善自我，追求更長、更穩定

的恆常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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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承諾行動：建立實踐自性覺醒的修養習慣 

 

承諾行動就是要持續做與價值觀一致且有意義的事，在佛法中，最重要的事就是要

朝向自性覺醒，回到原來的面目，透過經常性的檢核自己言行舉止與佛法智慧的差距，

並極力消弭距離，以行動降低不善自我與本來面目之間的差距，並將之變成生活習慣。 

評估個案的善與不善自我、鼓勵個案培養與吸收佛法智慧、接納善與不善自我、以

原來的我為脈絡、連結善的自我來達到無我、化解不善自我、以佛法的智慧為價值觀與

建立實踐自性覺醒的修養習慣這八個步驟是不可分割的歷程，透過不斷的修練，將這些

步驟化為生活的一種習慣，如此一來善的自我會提升，不善自我、我執與慾望將會逐漸

減低，而能獲得更多的真正平靜與快樂。 

案例治療歷程解說：治療者鼓勵小喬以佛法智慧作為日常生活的價值觀練習依據，

並在生活中實踐佛法智慧及變成生活習慣，經常性檢視善與不善自我並以行動降低不善

自我，如此一來除了能踏出婚姻關係中的泥淖，也會促進生活中的自性成長。 

 

伍、結論與建議 

 

    本文依據含攝佛法智慧，提出再修正接受與承諾療法中心理接受概念及其心理治療

歷程，終極目標是回到自我原來的面目，並提供心理治療另一個選擇。其中心理接受的

目的是要透過自性覺醒修養，來趨向無我的體驗，這個無我境界是可以接受所有心理活

動，但不會有任何的心理煩惱或情緒困擾。然而要達到沒有任何的心理煩惱或情緒困擾，

需要長久的修養，因此初步的實務修養，可以採用減低或消除 24 個不善自我，來回到

自我原來的面目，將心理煩惱或情緒困擾降到最低。心理接受應用在心理治療實務中的

三個目標為：減輕症狀、鼓勵培養佛法智慧、建立實踐自性覺醒的修養習慣來回到原來

面目。本文含攝佛法智慧來修正 Hayes 心理治療歷程的六步驟並加入兩個步驟，共提出

八步驟。另因本文非專門於佛法文獻探討，本文比較傾向於應用層面，因此在佛法的經

論論述上會有所不足，會無法完全涵蓋，此部分可以由後續的相關研究補足此限制。最

後建議未來實徵研究可以依本文所提出修正後的接受與承諾療法來支持或修正此修正

後的接受與承諾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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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sed 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 

Towards the Original Self 

 

Hsiu-Ju Li Mei-In Hsu Yung-Jong Shiah* 

 

Abstract 

 

Psychological acceptance is an important concept of 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 

(ACT). The development of ACT was based on Buddhism. Hayes, the founder of ACT, said 

that Buddhist wisdom is a pre-scientific system, and the empirical research results of ACT can 

be used to support that Buddhism is effective for clinical applications. But the concept of 

psychological acceptance does not fully cover Buddhist wisdom and explain in detail how to 

deal with the desires, and self-centeredness of the individual in the self-cultivation manner. 

Therefore, this article first discusses the concept of psychological acceptance. We then discuss 

the application and limitation of psychological acceptance. Buddhist wisdom inclusive meaning, 

content, and training methods for psychological acceptance is provided. A revised ACT is 

offered. According to Buddhist wisdom, the purpose of psychological acceptance is towards the 

original self in a cultivating self-enlightenment way. Our original self is able to accept all 

psychological activities without mental distress or suffering. The original self means non-self 

that has no mental distress or suffering. Given that the self-nature is changeable and does not 

possess permanent and independent characteristics, and self is changeable. Accordingly, we 

have opportunities to change ourselves. The major cause of suffering is clinging to or obsession 

with the delusional selves. Eliminating clinging to or obsession with the delusional selves will 

lead to the original self via cultivating self-enlightenment from the self to the non-self state. 

There are 24 delusional selves as follows: Fury, Hatred, Angry, Concealment, Deceit, 

Hypocrisy or flattery, Haughty manner, Hostility or aggression, Jealousy, Avarice or miser, 

Shamelessness, Disregard, Unfaith, Laches, Blindness of the self-nature, Unmindfulness, 

Hedonic activities, Forgetfulness of Buddha’s wisdom, Wandering mind, Chaos or confusion, 

Sleep, Regret, Rough conation, and Refined conation. However, it takes a long time to achieve 

no mental distress or suffering. For this reason, the initial and practical goal aims to reduce or 

eliminate 24 clinging to or obsession with the delusional selves to approach to the original self, 

with a view to minimizing psychological disturbances. The three purposes of psych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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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ptance in the practice of psychotherapy are: alleviating symptoms, encouraging to cultivate 

Buddhist wisdom, and establishing the habit of practicing the self-enlightenment process to 

approach to the original self. This article contains revised six steps derived from Hayes’ ACT 

and adds two steps based on Buddhist wisdom. A total of eight steps are proposed: (1) Assessing 

client’s 24 clinging to or obsession with the delusional selves (2) Encouraging to cultivate 

Buddhist wisdom (3) Acceptance: accepting good selves and the 24 kinds of clinging to or 

obsession with the delusional selves (4) Cognitive defusion: eliminating or distinguishing the 

24 kinds of clinging to or obsession with the delusional selves (5)Contacting the present 

moment: contacting good selves towards non-self (6) Self-as-context: the original self as 

context (7) Values: absorbing values based on Buddhist wisdom (8) Committed action : 

establishing the habit of practicing the self-enlightenment process. These eight steps are 

indivisible process. To form a habit of practicing these eight stepwise steps reduce or eliminate 

24 delusional selves to approach to the non-self state will attain the authentic happiness. The 

revised ACT based on Buddhist wisdom explains how to achieve authentic and durable 

happiness through psychological acceptance along with self-cultivation, and provides another 

avenue for psycho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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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執著在心理治療的應用：減少不善的心所與增強善的心所 

 

簡秀真 王慧婕 夏允中* 

 

摘要 

 

    本文首先說明學者所定義的不執著概念、相關研究與限制。其所定義的不執著概

念的限制就是並沒有含攝佛法不執著的內涵與說明執著是如何產生的；因此本文提出

含攝佛法的不執著內涵與執著如何產生。人之所以產生心理困擾或煩惱是源於自我之

執著產生非理作意。非理作意會產生不善的心所，減少與消除不善的心所就可以降低

不執著。知道了執著如何產生，就有方法來克制它。故本文接著提出不執著在心理治

療的應用，其依據為自性覺醒心理治療理論以及該理論於運用心理治療歷程的五個步

驟，依序是評估個案的不善心所與善的心所、評估與吸收智慧、依據智慧採取行動、減

小或消除不善心所、最後朝向不執著，並搭配佛法的智慧技術以對治執著所生之煩惱或

心理困擾，回到我們原來的本性，進而減少與消除不善的心所與增強善的心所，則可

趨近放下、不執著的自性圓滿。本文有兩個貢獻，第一就是將擴充學者所定義的不執

著概念的限制，說明了含攝佛法不執著的內涵與不執著是如何產生的；第二是提出不

執著的心理治療應用。希望透過本文所提出的不執著的心理治療，能協助個案降低不

執著的想法與行為，朝向不執著的體證至無我境界，實證到自我及其心理結構都不是

真實恆久與獨立存在，而能真正做到不執著於所生之感受、意圖、思考、行為與意識，

如此則不會產生煩惱或心理困擾並得到永恆真實的快樂。最後提出本文的限制與未來

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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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學者所定義的不執著概念、相關研究與限制 

   

佛教聖者釋迦牟尼佛在菩提樹下悟道說：「奇哉！一切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

只因妄想執著，不能證得。」意思是：眾生皆具佛性，皆可成佛，只是因為被妄想心和

執著心阻擋而不能成佛。 

因此「不執著」在佛法中是非常重要的智慧；「不執著」廣義來說是指改變對人、

事、物固著之想法則能達到放下及解脫，不執著、放下是紓解心靈壓力的良方（釋證

嚴，2008）。學者 Sahdra 等人（2010）提出關於不執著的觀點並發展了不執著量表，

他們定義不執著即是不堅持、不固著於任何想法或感覺上。不執著也是一種特質，具

有不執著特質者傾向於積極地參與並回應當前狀況，而較不會陷入自我毀滅的想法與

行為（Osman et al., 2016; Sahdra et al., 2010）。研究結果發現透過正念的練習可覺察到

人的思想本質上是主觀的和短暫的，能理解事物的無常來增進不執著，並增進人際關

係的滿意度與幸福感（Sahdra et al., 2010; Vago & David, 2012）。不執著雖然與個人的

經歷相關，但不會堅持或壓制這些經驗，而是運用一種靈活與平衡的方式；研究也發

現不執著的程度愈高對個人和人際關係是有益的（Sahdra et al., 2016; Sahdra et al., 2010）。 

趙舒禾與陳秉華（2013）依據 Sahdra 等人所發展的量表，在台灣進行量表中文化，

研究結果進一步發現不執著的程度較高則心理的彈性也愈大，連帶幸福感也較高。不

執著與幸福感有顯著的正向關係，「不執著」程度越高的人，在自我的決定上及主觀的

幸福感上較高，越不容易感到有壓力，且不論在焦慮特質或焦慮情境上都是較低的（趙

舒禾、陳秉華，2013）。這是因為個體在每個當下所發生的事件或環境常有所不同，

而不執著就是在面臨每個不同的處境時均能保持心理的彈性，也就是個體在看待不同

的人事物均保有開放、彈性與不執著。若能如此則每當不同的處境出現時，則較不受

環境影響，能夠理解生命的短暫與無常，接納每個此時此刻而能自主地做出抉擇（趙

舒禾、陳秉華，2013）。    

Sahdra 等人（2010）的研究顯示不執著可增進幸福感；不執著即是不僵住、不堅

持、不沉溺在感官的客體和一個想法上，無需要堅持什麼，也無需一定要改變什麼或

避免什麼。當人們處於不執著的狀態時，對人事物均保有開放、彈性與不執著，如此

幸福的感覺隨之而來，不需要依附也無需依賴特定事務而存在，也就是幸福感不假外

求。由學者所定義的不執著概念與相關研究發現當擁有不執著的特質時，則較不受外

在人、事、物之影響，不執著於外在事務則個體會擁有較高的自主權或幸福感。但目

前學者所定義的不執著概念與相關研究的有三個限制：第一個限制就是並沒有含攝佛

法不執著的內涵；第二限制是没有說明執著是如何產生的；雖然有研究提出正念可以

增加不執著，但如何來真正消除並沒有提出，所以第三個限制就是沒有說明如何可以

真正消除執著。因此本文最主要是回答這三個限制，提出含攝佛法的不執著內涵與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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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如何產生的。知道了不執著如何產生，就有方法來克制它。因此本文接著提出不執

著的心理治療的應用。 

  本文旨於建構含攝佛法智慧的不執著心理治療，其中佛法智慧為主要引據大乘佛教

尤其藏傳格魯派中觀學系統中所重視的核心經論原典，以期建構含攝大乘性空思想的諮

商心理治療理論與實務。另外，本文所引據之原典中，金剛經、心經、般若經與大智度

論俱為中觀派所重視的般若部思想，雜阿舍經等四部阿含則亦是中觀派所重視的思想基

礎。格魯派的思想系統含攝了四部宗義（說一切有部、經量部、中觀與唯識學），故亦本

文以參考反映了有部思想的阿毘達摩俱舍論：法稱之《釋量論》為格魯派五大論之一，

故本文亦參考其觀念。壇經雖不是格魯派思想，卻蘊含了華人佛教中最具代表性的觀念，

故本文亦基於大乘性空思想而加以詮釋、吸收。 

 

貳、含攝佛法的不執著內涵、執著如何產生與不執著的境界 

 

一、不執著內涵與執著如何產生 

 

  就佛教而言，其認為人之所以會產生痛苦與煩惱，是因為執著。最大的原因是因

為不了解事物的本質是空的，因而執著在不空的本質，也就是事物是不會消逝與獨立

存在的特性。所以佛法中最著名的經典中《金剛經》：「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

相非相，則見如來。……」意思是相是虛妄的，其實就是說的一個「空」字。這個「空」

不是沒有存在，視而不見的。那麼「自我」的本質為何是空的？是一種不去依賴任何

事物，卻能夠存在的本質呢？自我之所以能夠存在，完全都是站在依賴其他事物的角

度而存在的。自我是因自我的作用而存在，以感受、想像、思考、觸碰等意識形態的

方式存在，譬如當我們感受到任何喜怒哀樂痛等，是依據當下的感受來說明自我是存

在的，所以自我是不可能不「依他而有」的本質或是自性存在。所以說自我都是不穩

定的，不是永恆不變的，自我都是暫時的假合在一起，都要經過成，住，壞，空四個階

段，最終歸於消逝的無常現象。自我在不停的變化發展，沒有任何自我的組合是固定

不變的，所以自我的本質「空」。 

  無常也是空的重要特性，《金剛經》：「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

「我相」是指在這大千世界的眾生意念中總有個我，有我的念頭產生就會執著而起私

心與煩惱，眾生有這樣的意念、念頭即是「我相」。「人相」是因我執而以自我為中心

去區分自己與他人，心中去分別、界定人與人之間的差別。「眾生相」是許多和我相

對的其他人，當意念有了「我相」，自然產生「人相」再衍生出「眾生相」。「壽者相」

是自我中心在時間上的延續，是所有的眾生在時間過程中的活動現象。這個「自我有

自性」的執著在「己」「人」「眾生」「壽者」這四相上，為什麼會產生煩惱？法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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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我則知他，我他分執瞋，由此等相繫，起一切過失（《釋量論》，CBETA, B9：557a10-

14）。如果世界只有一個我，並不會知覺到我的存在，這是因為有我與別人相對比較，

若能將自我的執著化解消融，便不會產生「我」或「我的」，及「我想」或「我要」等

想法，亦不會產生順我（自己）者則起貪愛，不順我者（他）則起瞋恨，如此則能真正

體驗到《金剛經》所說的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的四相，也就是自我的無限自在

與包容，可以稱之為空。 

  《雜阿含經》進一步指出：「……色無常，無常即苦，苦即非我，非我者亦非我

所。如是觀者，名真實正觀。如是受、想、行、識無常，無常即苦，苦即非我，非我者

亦非我所。……」意思是，人產生苦與煩惱是因執著於有形之物（色），見其無常，無

常即苦；而人有五蘊：五蘊乃色、受、想、行、識。「色蘊」是指眼、耳、鼻、舌、皮

膚、毛髮等生理組織，包括我們的身體及身體所處的環境。「受蘊」是指內心的各種

感受。「想蘊」是指內心對我們所接觸的各種人事物及環境產生各種想法、概念及印

象 。「行蘊」是指對所想進一步產生之行動、活動。「識蘊」是指各種感知和認知作

用。根據《阿含經》及《阿毘達摩》「五蘊」亦稱「五取蘊」；「取」意指對想法、感

覺、事物或觀點緊抓不放，亦即執著。也因為有這五蘊，眾生有貪、瞋、痴等執念，而

這些即是痛苦的根本來源，使人無法安在當下，我執是由五蘊聚合而成的。 

   

二、不執著的境界：不執著在心理治療的目標 

 

  根據 Shiah（2016）提出無我理論模型，「無我」也就不執著，是是自我運作良好

之終極圓滿。《金剛經》：「……應無所住而生其心……」，這句話的意思是不要執著在

任何現象、想法或念頭上，心理没有執著則不生煩惱，此為無我。不執著的境界，《心

經》有最棒的說明：「……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

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舍利子。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

垢不淨。不增不減。是故空中無。……」這一段心經的話非常精準的描述了不執著的

境界，也說明了不執著在心理治療理論的目的與最終目標：宇宙萬物所有法、規則包

含自性均是無恆常亦無獨立之存在。不執著在心理治療的最終目標是達到自性本空的

境界，而這樣的境界即是我們的感受、意圖、思考、行為與意識包含眼、耳、鼻、舌、

身等所看、所聽、所聞、所嚐、所碰觸等都不會產生煩惱與情緒困擾，若能到達自性

本空的境界則不會產生慾望的意念與行為，則無需修練來減少煩惱與情緒困擾而能獲

得真正的智慧。 

 

三、自我執著如何產生出煩惱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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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自我執著如何產生出煩惱情緒，最主要是因為產生非理作意，以佛法智慧來

說，依據《菩提道次第廣論》卷六（宗喀巴大師，2009）：「第三能生煩惱之因分六，……

作意者，謂妄增益愛、非愛相，及於無常，妄執常等非理作意（頁 173）」。其中「妄增

益愛相」與「妄增益非愛相」的非理作意指的是對美好的、喜歡的或對不美好的、不喜

歡或討厭的產生過度即增益的執著，這兩者都會造成遠離狀態事實，所以是「非理」。對

喜歡的過於執著產生「貪」的非理作意；對討厭或不喜歡的過於執著產生「瞋」的非理

作意，兩者都是不了解事實的真相，執著於自以為真的事實，即是「癡」，造成非理作意

的大種子即是各種自我，佛法稱之為心所可歸類成這三大類──貪心、瞋心與癡心。如

少子化情況下，獨生子女多，父母過度溺愛孩子，没有看見孩子的過錯，孩子什麼都是

對的，無止境的給予，這是一種「妄增益愛相」之非理作意，而對於別人講到自己孩子

的過錯就升起否定討厭，覺得都是對方的問題，這是一種「妄增益非愛相」之非理作意，

以上兩者都是都會遠離事實的真相。 

  用心理學的語言來說，指的是讓自己產生煩惱情緒的見解，以自己為中心點來思考

事情（自我執著），是非佛法智慧的理性來產生意念（夏允中，2020；夏允中、張蘭石、

張峻嘉、陳泰璿，2018；Shiah, 2021）。自我執著造成非理作意，進一步產生不善心所，

最後導致煩惱情緒（如圖 1）。 

 

圖 1 

煩惱情緒產生的原理，取自與改編自夏允中（2020） 

 

 

 

 

 

 

 

 

 

   

 

 

 

因執著所生之煩惱，會遮蓋原來的心性，夏允中引用佛法（2020）提及常見的不

善心所如下：忿、恨、惱、害、嫉，覆、誑、諂、憍、慳、放逸、失念、無慚、無愧、

自我執著 

非理作意 

不善心所 

煩惱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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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信、懈怠、放逸、惛沈、掉舉、失念、不正知與散亂等，當出現這些不善心所都是正

常的，不是要這些不善心所不存在，也不是要刻意的壓抑或忽略不見，而是因由不善

心所的出現或因緣聚合的存在是要來讓我們對治、修練自己的心性，看見自己需要修

練之處，是故不善心所所造成的煩惱皆菩提，也就是自性的覺醒。這也是本理論最主

要的依據。 

  不執著的程度較高則心理的彈性也愈大，連帶幸福感也較高。不執著與幸福感有

顯著的正向關係，「不執著」程度越高的人，在自我的決定上及主觀的幸福感上較高，

越不容易感到有壓力，且不論在特質或情境上，焦慮程度也較低（趙舒禾、陳秉華，

2013）。我們的一生由呱呱墜地到成長、年老至死亡，生命是按照一條命運定調的軌

道不斷的隨著時間往前走，然而一般的我們及眾生卻以為自己擁有了對生命的主控權。

故心性有著對世間萬物能夠透過自身力量掌控之強大慾望，無法隨境、隨緣的努力而

產生執著之苦，無法體會世間無常，但因為無常而更能依境、隨緣、隨遇而安之珍惜、

努力卻不執著。以上國內外文獻以及經典的回顧都是提出執念帶來人生的煩惱、痛苦

或本身不具意義。 

  用心理學的語言來看，自我執著產生煩惱的原因有四個，第一：人之所以受苦是

源自於慾望（Dalai Lama, 2017; Shiah, 2016）。這是因為有了自我，就會開始滿足慾望

（Dalai Lama, 1995）。當我們追求愉悅的同時也傾向拒絶其不愉快的一面。自我會在執

著在追求喜好及遠離厭惡。如此會使我們陷入執著，尤其是當慾望無法滿足時而感到

痛苦（Albahari, 2014）。第二：這些由慾望所驅動帶來的樂趣會取決於滿足自我慾望之

特定刺激的出現或消失。通常，這樣的樂趣是不可靠地，因為這些刺激是來自經常變

動與不穩定的環境，或其他人的互動或各種身心活動（Dalai Lama, 1995）。當喜愛的刺

激出現時，與之相關的愉悅感就出現了，然而一旦刺激消失，愉快的感覺就會消失；

另外，人們通常會很快適應新刺激帶來的改變，恢復到平常的程度（Dambrun & Ricard, 

2011）。因此，透過享樂原則產生的快樂是短暫且不穩定的（Shiah, 2016）。第三：在佛

教的最核心的智慧是認為自我並非真實的。因此，追求自我最終徒勞無功。最後一點可

以用西方心理學的理論來說明，例如西方心理學在研究個體的生命遇到威脅時之因應方

式之心理功能有很多的研究。其中毫無疑問，死亡是對於自我最大且是不可避免的生命

威脅，事實上我們終會死亡，自我將會消失生命是脆弱的。自我需要找到方式去因應死

亡。其中西方恐懼管理理論 Terror Management Theory（TMT）提出自我如何因應死亡

（Greenberg et al., 1986; Greenberg et al., 2014），此理論認為自尊可以產生意義感，可以

用來防衛死亡所帶來的對自我恐懼。 此理論認為維持與增強個人的自尊可以對抗死亡

焦慮（Burke et al., 2010） 事實上，死亡的威脅永遠不會消失，並一直以各種形式出現。

因此我們需要無休止的行動來維持和加強自我，這樣才能應對死亡焦慮或不快樂。有時

我們可能會找到幸福，但是我們需要無休止地重新啟動行動來加強自我。而死亡焦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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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隨著無盡的負面情緒，例如憤怒，貪婪，嫉妒，焦慮，沮喪，仇恨，自尊或對不快樂

的恐懼。所以理論上來說，去我執，就是消除自我，就不會有自我，因此依據恐懼管理

理論，死亡焦慮就沒有威脅的對象。 

 

參、消除執著的心理治療歷程 

 

相較於東方佛教經典對於不執著之意涵強調的是去我執及慾望，西方心理學則強

調個人取向的自我觀，其基本上是根源於基督教文化而發展出（Cohen & Hill, 2007; 

Oyserman et al., 2002）。對於慾望，西方採取滿足的過程，以自我為中心，從佛法的角

度來看，一但有自我，就會產生執著，一定會採用享樂原則（Dalai-Lama, 2017; Deci & 

Ryan, 2000; Glasser, 2010; Shiah, 2016）。佛教思想則認為執著是痛苦的來源，整個佛法

的修行歷程就是要消除執著，夏允中等人（2018）整理整個佛法的修行歷程，分析《菩

提道次第廣論》，提出三個次第的修行「三士道」，即：下士道（一般人）、中士道（出

家人）及上士道來說明佛家如何修養至無我，達到或趨近無我的境界則可消除或減輕

因執著產生之心理煩惱與痛苦。以三士道次第漸修這樣的過程說明了佛家如何修養至

無我，然本篇文章著重在應用層面，並没有涵蓋全部的三士道，非強調當下就要走三

士道次第漸修的路線，只是鼓勵以此為長遠之目標。因此本文接著簡單說明這三個層

次修練脈絡，但由於本文限於篇幅與應用的對象，只擷取其中對一般人（下士道）如

何消除我執的理論與方法來建構本文提出的消除執著的心理治療歷程。因此中士道及

上士道在本文中就不主要說明，讀者有興趣可以參看夏允中等人（2018）所寫的文章。 

  下士道如果用白話來說，最主要的目的是離苦得樂，這個層次佛法智慧斷惡修善

為因而修習善法，斷殺、盜等不善業等，如此可以遠離煩惱。斷惡修善就佛法的智慧

說就是去我執，並需要透過自我修養的過程，而自我修養的方式包含戒定慧這三種方

法，戒即戒除貪念、負面情緒與不是佛法的正見；定即禪定，心能專注於一境而不散

亂，而能專注一境就是去我執；慧即透過聽聞與實踐佛法智慧能真正體會到佛法的智

慧，也就是俗稱的轉識成智，而識就是執著的自我，所以我們要很高興，因為有我執，

我們才有機會可以修養邁向無我的境界，如此人將不再執著，而能達成真實持久的快

樂。本文依據前面所敘述煩惱情緒產生的原理，提出可具體實踐與簡單清晰的方法來

去除我執，就是減少與消除不善的心所與增強善的心所，來減少心理的困擾（Shiah, 

2021），這個部分會在後面的文章有詳細的交代。 

 

肆、不執著在心理治療上的應用 

 

     《俱舍論》言：「由我執力，諸煩惱生。三有輪迴，無容解脫」。自我執著乃是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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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產生的源頭，放下對人、事、物固著之想法則能達到解脫及圓滿之境地，正如心經

所謂「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密多故，心無掛礙，無掛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

究竟涅槃」。本文將不執著在心理治療上的應用是採用自性覺醒修養（夏允中、張蘭石、

張峻嘉、陳泰璿，2018），將原先認為「自我有自性」的慣性生活方式轉換成「無我、無

自性」的不執著生活修養。 

  其中關於「自性」，自性原始的經典與闡釋佛法中的自性有二重定義，佛法所提的世

俗自性與勝義自性都是原來的自我，各宗派對自性的定義表述不一，但大多以般若部經

典為主要依據。《般若經》的最重要闡釋者龍樹在《大智度論》指出：「自性有二種：一

者，如世間法，地堅性等；二者，聖人知如、法性、實際」（《大智度論．釋摩訶衍品》，

《大正藏》第 25 冊第 396 頁中欄）。亦即佛教文化系統中有兩重「自性」定義。第一重

「自性」是指世間萬物的存在所被感受到的性質（世俗自性）。因為這些性質興機制都是

條件性的（佛教稱為「緣起」、「依他起」）所以說「無自性、自性空」以及「無我」。第

二重「自性」（勝義自性），是指證悟「無我」的聖人所認知的「自性真如」，或稱法界、

實際，亦即基於般若系經論而闡於如來藏系經論的「真性」、「真心」。 

  因此佛法的自性有兩種定義：世俗自性與勝義自性。世俗自性：指的是没有內在的

特質，它不能獨立存在，是因緣所造成。勝義自性：指的是自性本空，就是自性本來就

是空的。而本文中所提關於自性的定義，所提到的不執著，實際操作面都是世俗的範圍，

是屬於世俗的定義，但其實它的本質是空的，是勝義的定義，也是我們要修養的終極目

標。 

  本文接著提出心理治療歷程，包含三個心理治療的目標及五個主要的治療步驟，將

治療歷程予以步驟化及具體化，說明如下： 

 

一、 治療目標 

 

  要達到完全不執著的目標然這需要長時間的修養過程，而且是可能的。這是因為

自我的本質是無我的與不執著。簡單的來說，依據佛法的無我理論（夏允中，2020），

自我本身不擁有其恆常而獨立的存在特質，所以自我可以刻意改變的，也因為自我可

以改變的，我們才有機會可以改變。不執著的治療目標為為縮小與消除自我的執著來

達到真實持久的快樂。本文參考夏允中（2020）提出以下三個漸進式目標來給一般人

使用： 

 

（一）第一個目標 

  此階段先減輕個案的症狀，使其稍微平靜後感到快樂了，接下來鼓勵個案追求較穩

定的快樂更高品質與穩定的快樂。例如當一個情緒極不穩定的個案來到面前，可運用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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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中的正念或靜坐等技術並使用善巧的方式引導個案，如創造溫暖支持的物理環境、泡

上一壺好茶、溫度適中的空調、柔和的燈光等先幫助個案，轉移執著的自我，可以有效

穩定情緒。 

 

（二）第二個目標 

  待症狀減輕或情緒較為穩定時，此時目標鼓勵個案立下聽聞追求此煩惱情緒產生的

原理或佛法的智慧，並願意培養對別人的慈悲心。 

 

（三）第三個目標 

  建立實踐自性覺醒的修養習慣，每天都要往最終的自性覺醒目標邁進。 

 

二、 治療步驟 

 

    本文參考 Shiah（2020）提出以下五個心理治療步驟如下圖 2： 

 

圖 2 

心理治療五個步驟歷程 

 

 

 

 

 

 

 

 

 

 

 

 

 

（一）第一個步驟：評估個案的不善心所與善的心所 

     煩惱情緒產生的原理是因執著產生非理作意的自我（非智慧的理性來產意念）；評

估個案的問題，佛法所採取的策略是把這些非理作意的種子找出不讓其有發芽的機會並

找出善的自我；借力使力，利用我執來修行，亦即煩惱皆菩提，。評估造成煩惱的來源，

③行動 

 

④減小或消除不善心所 

自我 
②評估與

吸收智慧 

○1 評估個案的不善心所與善的心所 

 
⑤朝向不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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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要評估 24 個非理作意的自我，也就是不善心所。以下本文依據夏允中（2020）根據

大乘百法明門論，所整理與改編 24 個不善心所如下表 1。 

 

表 1 

24 個不善心所 

 

不善心所 說明 

忿 忿忿不平，對不順己的境界，因為氣怒甚至發生暴惡的行為。 

恨 恨意，對於忿怒的事不能忘懷而結怨於心，懷恨在心。 

惱 惱怒，惱羞成怒，起瞋恨心，追想過去或現在不悅的境界，而產生懊惱

煩悶的心理。 

覆 隱瞞與隱藏自己的過錯，不發露懺悔的態度與行為。 

誑 欺誑，為獲得利益與滿足自己的慾望，而以種種手段迷惑或欺騙他人。 

諂 諂媚，心曲不真而假裝順從他人的心理，來獲得利益與滿足自己的慾望。 

憍 驕傲，對自己的長處產生傲慢自大的心理。 

害 害人，懷有損害他人的心理。 

嫉 嫉妒，對他人的長處生起不悅的心理或嫉妒別人所擁有的財物與東西。 

慳 吝嗇，吝於財物與分享智慧，在有能力的情況下，不願施捨與分享的心

理。 

無慚 恬不知恥，無內心反省能力，對於自己的過錯不知羞恥的心理。對於好

的行為或諸事功德善事不欽慕崇敬，對於賢人師長輕慢不服。 

無愧 恣意行惡，不顧佛法的智慧所勸戒不要做的行為。 

不信 內心不清淨，對於佛法會不能接受與樂於學習。 

懈怠 懶惰不精進於自性的覺醒。 

惛沉 兩眼無神，沒有正確的佛法智慧，使身心萎靡頹喪、昏昧、沈鬱，而喪

失積極進取自性覺醒的行為。 

掉舉 妄想紛飛，想一些好笑或慾望的事，貪求慾望所帶來的快樂，令心浮動

不安。 

放逸 只顧享樂，放縱身心而不精勤於去我執。 

失念 不能經常或時時刻刻將意念、動機、注意、認知、情緒與行為與煩惱情

緒產生的原理及佛法的智慧的標準來進行比對，並盡全力來消除這樣的

差距。 

散亂 妄想紛飛，沒有明確對象，想東想西，念頭分散造成疲於奔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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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4 個不善心所（續） 

不善心所 說明 

不正知 沒有正確佛法的智慧。 

睡眠 耽嗜睡眠。 

後悔 做好事而後悔。 

尋 對事理粗略的思考，例如貓（人）想抓老鼠（慾望），貓開始尋找老鼠，

這就是尋。 

伺 能細心伺察思考，例如貓（人）想抓老鼠（慾望），貓已經找到老鼠的洞

口，已經在洞口等待老鼠入口，這就是伺。 

註：改編自夏允中（2020） 

  上述 24 個不善心所即為貪、瞋（負面情緒）、癡（不知道智慧）。不同的情境產生不

同的不善心所，有些簡單的境或較單純的困擾產生單項的不善心所，此階段可先覺察當

境、當所緣出現時有哪些不善心所產生，例如：為了身體健康要減重，明明已吃飽喝足，

尤其到吃到飽餐廳，明明已吃足，但美食當前仍受不了誘惑，吃到過撐，這樣反而無法

減重，甚至對身體有危害，此時需覺察自己正在產生貪吃美食這項不善心所。而有些境

情況可能更複雜因而產生不同組合的不善心所，例如：看見同事受主管賞識升官發財，

心生不悅，覺得不公平而又心生怨恨，此時覺察可能產生了忿、恨、嫉等不善心所，甚

至有些進一步有了害人之心，即害的不善心所產生；當我們没有先覺察自己正在產生哪

些不善心所，則會被這些不自覺的不善心所影響而執著的往了不善的方向，故此階段先

覺察自己的困擾或煩惱來自哪些不善心所。 

 

表 2 

15 個善的心所 

不善心所 說明 

信 每日精進，一定會減少煩擾與增加內心的平靜與滿足的，這樣的結果可以

慢慢的對自性覺醒修練增加信心。 

慚 自己有反省能力，對於自己的過錯會產生羞恥的心理。對於好的行為或諸

事功德善事會欽慕崇敬。 

愧 自己有了過咎，面對他人時覺得羞愧。對於做了佛法的智慧所勸戒不要做

的行為會感到羞恥。 

無貪 對所有境界與萬源沒有貪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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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5 個善的心所（續） 

不善心所 說明 

無嗔 遭逢不順己意的境界時，心中不生瞋恨煩惱。 

無癡 完全明白佛法的智慧。 

精進 努力修養自性覺性，邁向自性覺醒。 

輕安 身心輕快安適，對所緣的境界優遊祥和的精神作用。輕安主要是在禪定中

獲得，能使修習持續進行。 

不放逸 不會只顧享樂，不放縱身心而專心精勤於自性覺醒。 

行舍 遠離昏沈、掉舉，住於寂靜，而能不浮不沈，保持平等正直的境界。 

不害 不會有害人與損惱他人的想法與動作。 

睡眠 充足的睡眠。 

後悔 做了沒有依據佛法的智慧之事，而後悔。 

尋 對事理粗略的思考，例如人追求去我執，開始接觸佛法的智慧。 

伺 能細心伺察思考，例如人追求去我執，開始修練去除不善的自我。 

註：改編自夏允中（2020） 

 

諸如上述有不善的心所，相對則有善的心所，這也是個案的優勢資源，讓個案了解

以上善之心所，並協助個案找出自己善的心所，以增強這些優勢資源，例如一直煩惱執

著於自己的不被升官、不被賞識，此時除了以上所說覺察自己不善的心所之外，也可強

化個案善的心所，比如「無嗔」，當自己正在處於逆境時，能不生嗔恨煩惱，甚至有「慚」

這項善的心所之反省能力，反省自己可能在工作崗位上有所不精進之處，所以没被賞識

提拔，因而將負向力量轉為正向力量而再求進步提升等待適合自己的機緣。以上所述是

第一步驟，評估個案的不善心所與善的心所，藉由不同的境、各種所緣（人、事、物），

佛法稱之為萬源產生的煩惱情緒，再藉由煩惱產生的機會來幫助個案覺察自我的模式以

及慣性，亦即煩惱皆菩堤，覺察到有哪些不善心所的自我正在影響著我們並增強善的心

所則可進行減弱與根除不善的心所，來往自行覺醒的修練路上。但值得注意的是，執著

於善心所也是一種執著，然本文著重於應用面，以人之所以產生心理困擾或煩惱是源於

自我之執著產生非理作為出發點來幫助個案減少與消除不善的心所，而當中的方法可用

善的心所加以對治，讓個案知道自己有哪些優勢資源，但也要提醒個案這是當中的一個

方法幫助我們對治因執著產生之心理困擾或煩惱，但非執著於善心所。 

 

（二）第二個步驟：評估與吸收智慧 

  此階段的重點在於智慧，治療者以本理論或佛法所提出的智慧讓個案了解這套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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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觀察自己的不善心所會如何導致煩惱，則能不執著於當下煩惱，如此則能發揮潛能

以及自我功能。治療者教導將錯誤的信念想法所產生的不善心所，置換為佛法的智慧，

幫助個案覺察錯誤的信念想法（認知）、煩惱（情緒）以及自我挫敗、自我放縱的行為

（行為）乃源自於我執、慾望或慣性而造成不善心所。茲說明佛法的智慧如下： 

1.自我執著造成不善心所 

    關於自我執著造成不善心所已於前段執著是如何產生的段落中說明，是故煩惱或心

理困擾，產生的原理是自我執著造成不善心所，可從善的心所如：慈、悲、喜心、正知、

正念去對治不善的心所如：忿、恨、惱、不正知、散亂等等，透過善心所發出修善的動

力及斷惡的結果讓心不再執著與回歸清淨。 

2.平等心的智慧 

平等心的思維是佛法中很重要的智慧，我們往往以自己為出發點對某些人生貪、對

某些人生瞋是因我們對人內心不平等，思維平等心的智慧，不因對方的外表之胖瘦美醜、

穿著、財富、身分地位、種族、信仰等等有不平等的對待。 

3.自性本空的人性觀 

  如同前面所述，自性本空是自我的本質，當達到自性本空的境界，就不會產生慾望

的意念與行為，也就是不執著，因沒有產生慾望的意念與行為，也就不會產生煩惱或情

緒困惱。 

4.死亡的真相智慧與死隨念 

  以執著而言，不外乎對於貪以及慾望所引起的執著，以為身體有一個我，以為現在

所產生的我是真實的我，此時可以依據靜坐、九住心等的佛法智慧技術來對治，另外對

身體的執著、對財務的執著，即貪身體、貪財等，佛法有教導我們死亡的真相，讓個案

了解與要常常想到生命的無常與死亡的真相，這也是自性本空的智慧。關於死亡的真相

智慧可思考如下：「思考一定會死」、「思考難以確定何時會死」、「思考死的時候除了正向

思考智慧與修練自性覺醒之外，其它東西沒有任何意義」。 

 

（三）第三個步驟：依據佛法智慧採取行動 

  進行心理治療中，治療者需要指出個案的我執、慣性或慾望造成了哪些煩惱。個案

要經常將意念、動機、認知、情緒與行為與煩惱情緒產生的原理和佛法的智慧進行比對

並建立自我反思習慣，若發現有所差距，盡力去調整與改變這樣的差距。 

 

（四）第四個步驟：減小或消除個案的不善心所 

  此階段練習強大善的自我與縮小不善心所，雖然可能無法完全根除我執、慣性與慾

望，但可以持續的精進自我修養來減少因慾望、慣性與我執所造成意念、動機、注意、

認知、情緒與行為的產生頻率，要持之以恆每日精進一定可以減少煩擾與增加內心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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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與滿足，這樣也能增加對自性覺醒修練的信心。 

 

（五）第五個步驟：朝向自性覺醒 

  達到自性覺醒的境界要付出時間及努力，治療者建議個案將上述一到四的步驟變成

生活習慣，如此可減弱我執、慾望與慣性的頻率而獲得更多平靜、滿足與快樂。雖然可

能無法完全根除慾望、慣性與我執，但養成朝向自性覺醒修練的好習慣來克服習性則能

引導我們發揮自我潛能與獲得真正的平靜、快樂與滿足。 

 

三、 治療技術 

 

  夏允中（2020）自性覺醒治療理論依據佛法智慧，提出八種方法來達到自性覺醒的

無我境界，由於無我就是去除我執，所以這八種方法都可以用來去除不善心所，本文先

介紹方法，再接著說明其可以對治的不善心所。先讓個案先感到有些許效果後，最好讓

個案練習過所有的智慧技術，如此才能全面性的減少與根除不善的心所。 

 

（一）居住環境的要求 

  方便、安靜與安全來進行自性覺醒的修練；最好都能滿足以下五個條件：容易找到

衣食、沒有野獸或賊盜等傷害、水土與居家環境優良不易染病、具有相同善見及善行的

善友鄰居，與夜晚要能寧靜寂然。這個方法可以讓善的心所有個好環境來滋養與成長，

也有好善行的善友誼。 

 

（二）利用善的心所 

  努力強大善的自我，縮小不善心所；茲舉以下實際案例可善巧運用如下，個案因過

往的貧困極度的不安全感身兼好幾份工作，貪於獲得更多的錢財，但也把自己身體搞壞。

治療者可以讓個案看見其因為執著於追求財富名利產生哪些不善心所，例如惱：討厭過

去貧窮的經驗；貪：貪財；掉舉：貪求慾望所帶來的快樂，造成內心浮動不安；失念：

不能以煩惱情緒產生的原理及佛法的智慧的標準來進行比對；散亂：想東想西，念頭分

散造成疲於奔命。因為佛法是認為人有不執著的本性與善心所，因此治療者要讓個案看

見他或她的所有的 15 個善的心所，只是每個人所擁有 15 個善的心所的強弱程度不同。

建議並搭配死亡的智慧真相後明白什麼也帶不走，唯一可以努力的是讓自己善的心所更

強大，減少不執著，找到真正自己與更快樂與健康。 

 

（三）死亡的真相智慧 

  這個技術最主要提高往不執著的修練動機，和對治貪的不善心所與增加空的智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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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例如有個實際的個案常執著於憂慮著自己會生病，身體檢查雖無問題，但還是一

直焦慮未來會生病，還没發生就一直在想自己可能會生病，此時可教導其死亡的真相智

慧，人一定會死，因為死亡不可避免，把焦點放在此時此刻能做什麼有意義的事與增強

善的心所，取代一直執著在焦慮煩惱中。 

 

（四）不淨觀的靜坐與死隨念 

  不淨觀（梵語：a-śubhā-smrti，巴利語：asubhānupassin）是死亡的真相智慧的進一

步的技術，一般人對身體以及外相都有著過度的執著與貪念，此技術可對治貪的不善心

所與了解空的智慧並提高動機以朝向不執著，此法藉由人類身體的組成，觀想人體過世

之後成為屍體至逐漸腐爛毀敗的過程，被認為是對治貪欲特別有效的方式（帕澳禪師，

2009）。死隨念的技術跟不淨觀有很大關係，當觀想自己成為一具死屍，並常常思維，

如：「我肯定會死，死亡是必然的，我無法逃脫死亡；此死亡肯定會發生，我無法避免此

死亡」時，若腐爛相出現，就專注於它，觀想：「我的死亡是必然的；我的生命確實不定」

或「我生命的終點即是死亡」。 

  例如個案常執著於外貌，不論是對自己或他人總執著於外貌，常覺得自己的外表、

身材不夠好，對自己極度的不自信，此時除了使其覺察因這樣的執著會帶給其哪些不善

的心所之外，也可運用此不靜觀的智慧技術，觀想每個人最後的終點是一具皮囊、一堆

白骨，到最後什麼也帶不走以破除對自己或對他人身體、外相的執著。 

 

（五）止的靜坐 

  藉由止的靜坐來了解空的智慧與自我覺察，可以用來對治自我執著所產生之不善心

所。初禪九住心提供有系統的自我覺察意念、動機、注意、認知、情緒與行為與其要達

到的標準，共九個層次，此部分最主要是從廣論擷取。依序是內住、續住、安（返回）

住、近（越來越好）住、調伏、寂靜、最極寂靜、專注一趣、平等住，通過這個九個階

段的訓練，就可以進入心一境性，成就正定。若能達到初禪九住心的境界，已經幾乎沒

有煩惱了。此止的靜坐可以減低或消除不善的心所，與增加所有善的心所。 

 

（六）慈悲心技術 

  我們會因愛我的執著產生強烈之自我中心，透過慈悲心的修練思考眾人對自己的恩

德，逐漸放下愛我的執著及自我中心，並為了利他而欲求自性本空的境界（夏允中等人，

2018），可先修平等心接著慈悲心，慈悲心的修練可用「七因果」的修練啟發慈悲心（宗

喀巴大師，2009），以知母、念恩、報恩、慈心、大悲心、增上意樂為六因，修行六因之

果為菩提心，合稱七因果。先憶念自己的父母，或對自己有大恩情的人，稱為知母。由

憶念他們，想起他們的恩德，為知恩。知道他人對我的恩德，升起想要報恩的心。經由

https://zh.wikipedia.org/wiki/梵語
https://zh.wikipedia.org/wiki/巴利語
https://zh.wikipedia.org/wiki/貪欲_(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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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母、念恩、報恩的觀想次序，產生慈心，將慈心由你的父母，擴展到身邊的人，再逐

步擴展到所有的有情眾生。因此而產生大悲心，希望能救濟一切眾生，因此升起增上意

樂，希望自己能夠成佛。經由此順序觀修，就可升起菩提心。 

  例如學生有人際議題常受班上同學排擠，經詢問該生家境富裕，喜歡炫耀自己穿的

名牌或使用昂貴物品並不自覺的對其它人所使用之物品面露不屑之意，治療師使個案看

見自己執著於外相所造成之人際議題及不善的心所，並視時機成熟教導慈悲的智慧技術，

知恩、感恩、同人理人之苦。慈悲心的技術主要可以降低與消除負面情緒，如忿 、恨、

惱、嫉，與害人及貪的不善心所。 

 

（七）養成日常中好的行為習慣 

  此習慣要注意的是為避免個案產生抗拒之心，可觀察個案症狀減輕後再邀請個案練

習此習慣。當個案不再抗拒時，多加練習將這樣的習慣內化成自己的生活哲學，如此可

幫助自己逐漸離苦得樂。佛法中好的行為習慣，都是善的心所之行為。通常對一般人來

這些好的行為習慣有五戒，即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及不飲酒，也就是不殺

害一切有情生命、未經允許不竊為己有、徹底斷絕淫事、不說虛妄之事（包括惡口、搬

弄是非、華而不實花言巧語）、不沾染麻醉神智之物品。 

 

（八）佛法智慧的故事教導 

  可引用佛法中的故事除了增加樂趣的善巧之外，亦能啟發其自我反思與頓悟來減少

不善心所與增加善的心所。 

 

肆、治療者之條件 

 

  本文認為治療者最好具備下列三個條件。 

 

一、要非常熟悉本文章所提出的理論與心理治療步驟。 

 

二、並樂於聽聞正法與親近善士，繼續吸收更多與更廣的佛法智慧以修習佛法之智慧。 

 

三、能保持與精進在如理作意的不執著的修練。 

 

伍、結語 

 

  本文有兩個貢獻，第一就是將學者所定義的不執著概念的限制，說明了含攝佛法不

執著的內涵與不執著是如何產生的；第二是提出不執著的心理治療的應用。關於不執著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慈心&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不害
https://zh.wikipedia.org/wiki/偷盗
https://zh.wikipedia.org/wiki/欲邪行
https://zh.wikipedia.org/wiki/說謊
https://zh.wikipedia.org/wiki/飲酒
https://zh.wikipedia.org/wiki/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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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理治療歷程主要是以自性覺醒心理治療理論作為依據，其非常具教導性必須用智慧

及真相與個案討論，因應執著產生不善心所的起心動念，因這樣的起心動念而心生煩惱，

產生情緒，是故要對治這樣的煩惱及情緒，必須要有智慧、要有真知見，本文希望以煩

惱情緒產生的原理及其心理治療步驟，系統性、結構性的幫助個案執行出與活在不執著

之習慣，任何狀況之個案均可覺察其不善的心所並教導佛法的智慧並搭配佛法的智慧技

術以增強善的心所與減少不善的心所，能協助個案降低不執著的想法與行為，朝向不執

著體證無我境界，實證到自我及其心理結構都不是真實恆久與獨立存在，而能真正做到

不執著於所生之感受、意圖、思考、行為與意識，如此則不會產生煩惱或心理困擾並得

到永恆真實的快樂。 

  佛法的智慧是希望我們能夠在四大人生苦海，生、老、病、死，能找到解脫之道，

本文所提出的不執著的心理治療是根據佛陀證得人生的意義、真諦與真實義。而現今佛

教有不同的派別或系統，本文因著重在佛教概念之實務操作及應用推廣，試圖用不同的

典籍去解釋不執著的概念，然而當中所提出的「不執著」之心理治療的限制是無法含攝

所有佛法的智慧。另外，本文索引了各種佛教典籍，在處理佛教的典籍時雖然引用了從

初期佛典的阿含經、大乘佛教《金剛經》到後期佛教密乘論典《菩提到次第廣論》都包

括在內，但會有個限制是没有剖析各期佛教思想的異同，這樣的異同可能會影響到不執

著的定義與內涵，然而剖析各期佛教思想的異同在這次不是本文的主要目的，也是本次

無法處理的限制，待以後研究可以來處理。 

  最後，本文主要以不執著之概念加以延伸，為應用面之初探，未來仍然需要實證研

究來支持或修改本文所提不執著在心理治療的應用，也期待將來能累積不同的佛法論點

對不執著辯證做為未來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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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Non-Attachment in Psychotherapy: 

Reducing Delusional Selves and Enhancing Good Selves 

 

Hsiu-Chen Chien Hui-Chief Wang Yung-Jong Shiah* 

 

Abstract 

 

This article first explains the concept of non-attachment, related research, and the limitations 

of definitions by Western scholars. The two limitations of the concept of non-attachment as 

defined by Western scholars are that they lack the full scope of non-attachment concepts 

according to Buddhism and the lack of explanation on how attachment is generated. Therefore, 

this article proposes a non-attachment concept that is fully based on Buddhism and how 

attachment is generated. The cause of psychological distress or annoyance is self-attachment, 

which produces non-wisdom rationality. Non-wisdom rationality then produces delusional 

selves. Reducing and eliminating delusional selves can reduce non-attachment. Knowing the 

principle of how attachment produces psychological distress will enable us to know how to 

overcome psychological distress.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5-step non-attachment psychotherapy 

that is based on Self-Enlightenment Psychotherapy. The sequence of the steps is as follows: (1) 

Assess the 24 delusional selves and 15 good selves. The 24 delusional selves are fury, hatred, 

angry, concealment, deceit, hypocrisy or flattery, haughty manner, hostility or aggression, 

jealousy, avarice or miser, shamelessness, disregard, unfaith, laches, blindness of the self-nature, 

unmindfulness, hedonic activities, forgetfulness of Buddha’s wisdom, wandering mind, chaos 

or confusion, sleep, regret, rough conation, and refined conation. The 15 good selves are faith, 

shame, one’s conscience, no greed, no negative emotion, wisdom, self-exertion, being calm and 

tranquil mentally and physically, not being self-indulgent, not clinging to or being obsessed 

with the negative self, no harm, sleep, regret, rough conation, and refined conation; (2) Evaluate 

and absorb wisdom; (3) Act according to Buddhist wisdom; (4) Reduce and eliminate the 24 

delusional selves; and lastly, (5) Move on the path towards non-attachment status. We suggest 

applying the following eight Buddhism-based skills: requirements for the living environment; 

strengthening the 15 kinds of good selves; absorbing the wisdom truth of death; practicing 

Asubha meditation and death contemplation; practicing focused attention meditation; practi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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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passion wisdom technique; practicing the Good deeds and habit; and telling Buddhism 

wisdom stories. Via reducing or eliminating our delusional selves and enhancing our good 

selves, we can let go of our 24 delusional selves through non-attachment and return to our 

original self. This article offers two contributions. The first is the comprehensive elucidation of 

the Buddhist -based concept of non-attachment and an explanation of how non-attachment 

arises from non-wisdom rationality, which leads to mental disturbances. The second 

contribution is the proposed non-attachment psychotherapy, where the three goals of non-

attachment in psychotherapy are: alleviating symptoms, encouraging a client to cultivate 

Buddhist wisdom, and establishing the habit of practicing self-enlightenment to move towards 

the original self. This article expects the proposed non-attachment psychotherapy to help clients 

reduce non-attachment thoughts and behaviors and move toward the realm of non-attachment 

so as to attain the final state of non-self. The experience of a non-self state is a feeling that the 

self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is not real, permanent or independent. The ability to not be attached 

to the feeling of a self that is derived from feelings, intentions, thoughts, behaviors, and 

consciousness will free an individual from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nd lead to authentic and 

durable happiness. Last, the article discusses its limitations and futur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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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諮商心理學學刊」編輯委員會組織要點 

 

一、「本土諮商心理學學刊」編輯委員會（以下稱本編委會）由「本土諮商心理學學刊」

主編邀請組成之，任期為四年。 

二、本編委會置主編一人，編輯委員若干名，共同執行學刊之編輯與審查工作。 

三、本編委會下置編輯助理一至三人，擔任本學刊編輯之行政工作。 

四、本要點經本編委會會議通過後施行，修訂時亦同。 

 

「本土諮商心理學學刊」編輯委員會編審工作要點 

一、「本土諮商心理學學刊」（以下稱本學刊） 為定期出版之學術性期刊。本學刊之編輯

委員會為處理文稿編審相關事宜，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學刊常年徵稿，每年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各出刊一期，每期刊出至少二篇，

以文稿審查通過先後為序。主編於接到稿件後兩個月內進行審查作業。  

三、本學刊審查作業採匿名制，學刊論文稿件經主編和編輯助理執行匿名作業後，再送

交編輯委員提出審查委員推薦名單。如投稿人為編輯委員，於推薦該稿件之審查委

員人選時，應迴避之。  

四、依匿名審查者之審查意見決定稿件處理方式如下表所示： 

 

「本土諮商心理學學刊」稿件審查處理方式一覽表 

處理方式 
第一位審查委員結果 

同意刊登 修正後刊登 修正後再審 不宜刊登 

第

二

位

審

查

委

員

結

果 

同意刊登 同意刊登 修正後刊登 
修正後刊登 

或再審* 
送第三位複審 

修正後刊登 修正後刊登 修正後刊登 
修正後刊登 

或再審* 
送第三位複審 

修正後再審 
修正後刊登 

或再審* 

修正後刊登 

或再審* 

不予刊登 

或再審* 

不予刊登 

或再審* 

不宜刊登 送第三位複審 送第三位複審 
不予刊登 

或再審* 
不予刊登 

*由主編依論文品質及審查意見裁量決定。 

五、本學刊編輯委員另訂定文稿審查暨著作財產權處理要點，以俾利審查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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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諮商心理學學刊」徵稿通告 
 

一、主旨 

 

「本土諮商心理學學刊」由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本土諮商心理學研究

發展中心、世界本土諮商心理學推動聯盟與台灣心理諮商資訊網共同出版暨發行，採學

刊與電子形式出刊。本學刊以發表心理衛生、輔導、諮商心理、臨床心理、復健諮商、

社會工作、精神醫學、精神護理、職能治療、語言治療、特殊教育、員工協助方案等與

心理學及助人專業相關學科之本土化學術專論與實務專論為主，包括：量化、質性或質

量整合的實徵研究（empirical research）、綜論性文章（review essay）以及個案研究等（不

同文章類型稿件適用不同之審查標準）。本學刊採雙匿名審查制度，發行主要目的在於

增進心理諮商與助人相關專業之學術交流、提升學術研究風氣，希望透過本學刊的平臺，

能結合更多的華人與華文使用者，善用華人語言與華人文化的特色，做出更多更好的學

術探討與研究，為增進與亞洲地區專業人員及國際的交流我們也提供英文的標題與摘要，

同時也接受英文的稿件，我們期待能跨越國際推動含攝文化（Culture Inclusive）與本土

化的研究風氣。 

 

二、稿件格式（請參閱「本土諮商心理學學刊」投稿論文格式之說明） 

 

本刊歡迎海內外中英文稿件，中文稿件以正體、簡體投稿皆可。來稿請參考「美國

心理學會出版手冊」第六版 （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6th ed.） 規定體例，每篇以三萬字以內為原則。請勿一稿兩投。稿件內容依序包括下列

各項：（有關作者個人之相關資料，僅能於作者基本資料表中呈現） 

 

（一）作者資料表（表格請至 http://jicp.heart.net.tw/04.html 下載） 

填寫作者基本資料表，載明論文題目、全體作者之中英文姓名、任職機構中英文名

稱、第一作者與通訊作者之位址、電話、傳真及 E-mail（通訊作者為本學刊為提供學術

交流而設置，請作者於投稿時提供相關資料以利進一步學術對話之開展）。 

另外，請下載作者自我檢核表乙份，以核對規定的格式是否正確，若否則填寫其理

由。填畢再以電子檔的方式與作者基本資料一併寄回。 

 

（二）中文摘要頁 

以 500～800 字為原則，含論文題目、摘要及關鍵詞（以不超過五個為原則）。 

 

（三）正文 

正文段落標題可有彈性，但宜有前言、本文、結論、以及參考文獻等之結構。 

 

（四）英文摘要頁 

  含論文題目、摘要本文及關鍵詞（以不超過 5 個為原則）。為助於與國際學者交

流，摘要本文請不少於 500 字，並以 800 字以內為原則 （自第九卷第一期適用）。 

 

（五）著作權授權同意書（表格請至 http://jicp.heart.net.tw/03.html 下載） 

投稿文章之所有作者均需分別填寫一式兩份。 

 

文稿格式、符號、標題、數字、圖表、引用書目及參考文獻等撰稿體例請參閱本學

http://tcq.heart.net.tw/standard.html
http://tcq.heart.net.tw/standard.html


77 
 

刊投稿論文格式與本學刊之內容，或依照「美國心理學會出版手冊」第六版 （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6th ed.） 規定體例（文稿格式不符者，

本學刊將退回給作者，修正後歡迎再投稿）。 

來稿請由左至右、直式橫寫電腦打字，註明頁碼（每頁印 38 行，每行 35 字，12 級

字，段落距離 0 列，1.5 行行距）為原則。 

 

三、著作權授權條款 

 

投稿論文經本學刊接受刊登，作者同意非專屬授權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

系台灣心理諮商資訊網做下述利用：  

（一）以紙本或是數位方式出版。 

（二）進行數位化典藏、重製、透過網路公開傳輸、授權用戶下載、列印、瀏覽等資料

庫銷售或提供服務之行為。 

（三）以非專屬授權方式，授權給學術資料庫業者，將本論文納入資料庫中提供服務。 

（四）為符合各資料庫之系統需求，並得進行格式之變更。 

 

四、審稿 

 

本學刊收到稿件之後，由主編確認內容、格式是否符合本學刊之原則，交由編輯委

員推薦二位相關領域之專家進行匿名審查，審查意見與結果將主動回覆稿件作者。凡經

審查委員要求修改之文章，於作者修改後再行刊登。凡曾在相關研討會上發表過之文章、

改寫的學位論文或研究經費的來源等，請於作者基本資料表之作者註一欄中加以說明。 

  本學刊採常年徵稿、先到先審制。請將稿件以電子郵件寄至

jicpheart@gmail.com，註明「投稿本土諮商心理學學刊」。著作權授權同意書，可擇一

寄發，但以電子檔為佳：（1）電子檔：列印紙本簽名後掃描成電子檔，或將個人簽名

以圖檔插入著作權同意書電子檔，再將成果直接寄至刊物信箱；或 （2）紙本：寄至 

50007 彰化市進德路 1 號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轉「本土諮商心理學學刊」

編輯委員會收，或傳真至（04）7276542；電話：（04）723-2105 #2220, 2208；E-

mail：jicpheart@gmail.com 

http://jicpheart@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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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諮商心理學學刊」投稿論文格式 
 

本學刊以發表輔導、諮商心理、臨床心理、復健諮商、社會工作、精神醫學、精神

護理、心理衛生、職能治療、語言治療、特殊教育、員工協助方案等與心理學及助人專

業相關學科之本土化專論為主。接受全球之正體中文、簡體中文與英文稿件之投稿。稿

長以三萬字以內為原則。行文請由左至右、直式橫寫電腦打字，並以 Word98 以上版本

格式存檔，正文中請勿使用任何排版技術。正文請採 12 級字，段落距離 0 列，單行行

距，中文部份（含標點符號）請以新細明體與全形輸入，英文（include punctuation marks）

請以 Times New Roman 與半型輸入為原則。左右邊界 3.17 公分、上下邊界 2.54 公分。  

稿件格式請依下列規定： 

 

一、標題層次  

 

（一）中文書寫者請依序使用 

 

壹、（靠左，加粗，上下空一行） 

一、（靠左，加粗，上下空一行） 

（一）（靠左，加粗，上空一行） 

1.（靠左，不加粗，不空行） 

（1）（靠左，不加粗，不空行） 

  

（二）英文書寫者請依序使用  

 

Centered, Boldface, Uppercase and Lowercase Heading 

（置中，加粗，每個單字字首大寫，上下空一行）  

Flush Left, Boldface, Uppercase and Lowercase Heading 

（置左，加粗，每個單字字首大寫，上下空一行）  

Indented, boldface, lowercase paragraph heading ending with a period 

（空四格，加粗，第一個字字首大寫，上下空一行）  

Indented, boldface, italicized, lowercase paragraph heading ending with a period 

（空四格，加粗，斜體，第一個字字首大寫，不空行）  

Indented, italicized, lowercase paragraph heading ending with a period 

（空四格，斜體，第一個字字首大寫，不空行）  

 

二、正文  

 

（一）行文原則 

一頁以 38 行、一行 35 字為原則，並註明頁碼。 

 

（二）標題與註解  

1. 文內標題請依標題層次規定方式處理，體例如前述。  

2. 附表、附圖，標題加粗，標題不大於 12 級字，標號則用阿拉伯數字，例如：表 1.、

圖 1.、Table1.、Figure1 等，圖表中的文字不大於標題，以 word 格式製作，美觀清

晰為原則。 

3. 表的標題置於表上方，圖的標題置於圖下方，資料來源請於圖表下方列示。以靠近

正文引用處隨後出現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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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正文當中使用註解時，請以阿拉伯數字標於相關文字的右上方，註解內容則列於頁

尾之處，以註腳方式、新細明體 10 號字處理。  

 

（三）參考文獻與其它體例 

5. 參考文獻依照中文、英文順序排列，前者依作者姓氏筆劃順序，後者依作者  姓式

英文字母順序排列，同一筆資料自第二行起中文須內縮兩個字、英文須內縮 5 個字

元。 

6. 文稿格式、符號、標題、數字、圖表、文獻引用方式及參考文獻等撰稿體例請參考

「三、撰稿體例說明」，未在體例範圍內請依照「美國心理學會出版手冊」第六版 

（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6th ed.） 之規定體例

或本學刊之內容。  

 

三、撰稿體例說明  

 

（一）文獻引用方式 

正文中引用文獻，以標示作者名（中文作者姓名全列，英文作者只列出姓）、出版

時間（一律以西元年代表示），中文引用使用全型符號，英文引用使用半型符號，範例

如下： 

7. 單一作者 

（1）中文，如：（林杏足，2002） 

（2）英文，如：（Hsieh, 2003） 

8. 兩位作者 

（1）中文，如：（謝麗紅、鄭麗芬，1999） 

（2）英文，如：（Chang & Chu, 2001） 

9. 三位以上作者 

（1）中文，若在五位作者以內，第一次出現須全部列出，如：（賀孝銘、林清文、李

華璋、王文瑛、陳嘉雯，2007），第二次出現則需簡稱，即（賀孝銘等，2007），

若有六位以上作者，則第一次出現即需簡稱。 

（2）英文，引用規則如上述之中文文獻，如：（Wang, Ratnofsky, Troppe, & Fletcher, 

2002），之後則為（Wang et al., 2002）。 

10. 翻譯本引用：請註名原作者姓名，以及作品及譯本之年代，如：（Johnson & 

Johnson, 2003/2005）、（Jacobs, Masson, & Harvil, 2006/2008）。 

11. 引用兩篇以上文獻以分號隔開（中文在前，英文在後，依姓氏或字母排序） 

（1）中文，如：（張虹雯、陳金燕，2004；黃宗堅、葉光輝、謝雨生，2004；趙淑

珠、蔡素妙，2002） 

（2）英文，如：（Huang & Huang, 2005; Kao & Landreth, 1997; Wu, 2003） 

 

（二）參考文獻 

中文文獻在前，英文文獻在後，需依中文筆劃與英文字母序依次列出。中文篇

名、期刊名與卷期以粗體字標示；西文篇名、期刊名與卷期以斜體字標示，範例如

下： 

12. 書籍 

（1）中文 

  張景然（2004）。團體諮商的觀念與應用。臺北：弘智。 

  高淑貞（2006）。親子共讀、怎麼開始？載於何琦瑜（主編），家庭教育：贏的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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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pp. 317-321）。臺北：天下雜誌。 

（2）英文  

  Corey, G., Corey, M., & Collanan, P. （1993）. Issues and ethics in the helping professions. 

（4th ed.）. Pacific grove, CA: Brooks/Cole. 

  Collie, R. K., Mitchell, D., & Murphy, L. （2000） . Skills for on-line counseling: 

Maximum impact at minimum bandwidth. In J. W. Bloom & G. R. Walz （Eds.）, 

Cybercounseling and cyberlearning: Strategies and resources for the millennium 

（pp. 219-236）. Alexandria, VA: American Counseling Association. 

（3）譯本 

  Jacobs, E. E., Masson, R. L., & Harvil, R. L. （2008）. 團體諮商：策略與技巧（程

小蘋、黃慧涵、劉安真、梁淑娟譯）。臺北：五南。（原著出版於 2006） 

13. 期刊 

（1）中文 

  王智弘、林清文、劉淑慧、楊淳斐、蕭宜綾（2008）。台灣地區網路諮商服務發展

之調查研究。教育心理學報，39（3），395-412。  

劉淑慧、林怡青（2002）。國三學生選擇入學學校之抉擇歷程與其影響因素。中華

輔導學報，11，71-123。 

（2）英文 

  Hsieh, Y. H. （2003）.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action between exogenous 

and endogenous orienting of visual attention. Chinese Journal of Psychology, 45（3）, 

227-241. 

  Kao, S. C., Lin, C. E., & Chiu, N. Y. （2006）. A proposed e-care center for mental health 

interventions. Journal of Psychiatric Practice, 12（3）, 180-186. 

14. 會議、研討會  

（1）中文 

陳均姝、王郁琮、王麗斐（2007 年 9 月）。大學生成長團體與教育心理團體之治療

性因素及其影響因素研究。台灣統計方法學學會 2007 年會暨第四屆統計方法

學學術研討會，臺北。 

郭麗安（2004 年 9 月）。同志與異性戀婚姻關係中的性別角色：諮商實務上的反思

與實踐。台灣心理學會第四十三屆年會，臺北。 

（2）英文 

  Wu, T. （2004, July）. A comprehensive ethnic identity model for Chinese American 

women. Roundtable session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Asian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Honolulu, HI. 

  Price, S. M., Potter, L., & Wang, Y. L. （2006, November）. Evaluating the role of 

VERB brand in influencing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Annual Conference of 

American Evaluation Association, Atlanta, GA . 

15. 學位論文 

（1）中文 

施映竹（2011）。兒童網路成癮評估模組之建構及其實徵研究（未出版碩士論

文）。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彰化。 

（2）英文  

  Deng, C. P. （2006）. Development of an Occupational Classification and Basic Interest 

Scale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 

Champaign, IL. 

http://140.122.69.160/bulletin/3903/3903_PDF/04-%E7%8E%8B%E6%99%BA%E5%BC%98.pdf
http://140.122.69.160/bulletin/3903/3903_PDF/04-%E7%8E%8B%E6%99%BA%E5%BC%9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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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專門研究報告 

（1）中文 

趙淑珠、程小蘋（2001）。中學行政主管人員性別意識之評估研究。行政院國科會

研究計畫（NSC89-2413-H-018-031）。 

（2）英文  

  Mazzeo, J., Druesne, B., Raffeld, P. C., Checketts, K. T., & Muhlstein, A. （1991）. 

Comparability of computer and paper-and-pencil scores for two CLEP general 

examinations （College Board Rep. No. 91-5）. Princeton, NJ: 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  

6.電子媒體   

（1）中文  

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2001）。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諮商專業倫理守則。取自

http://www.guidance.org.tw/ethic.shtm 

（2）英文  

  American Counseling Association. （2005）. ACA Code of Ethics. May 25, 2013, 

Retrieved from http://www.counseling.org/Resources/ 

odeOfEthics/TP/Home/CT2.aspx 

（文稿格式不符者，將退回給作者，修正後歡迎再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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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諮商心理學學刊」作者基本資料表 

 

篇名 

中文： 

 

英文： 

 

關鍵詞 

（不超過 5 個） 

中文： 

 

英文： 

 

文章資訊 字數：    字   圖片：  幅   表格：  個 

姓名（註一） 

中文： 

英文： 

任職單位與 

職稱（註一） 

中文： 

 

英文： 

 

聯絡電話 

第一作者（O）：                     （H）： 

手機： 

通訊作者（O）：                     （H）： 

手機： 

聯絡地址 
第一作者： 

通訊作者： 

電子郵件 

第一作者： 

通訊作者： 

（此 E-mail 將列於稿件首頁註腳處，作為學術交流之用） 

作者註（註二）  

 

註一：超過兩位以上者請依序編號排列填寫於本欄。通訊作者請於姓名右上角打星號（＊）以為標示。

ex: （1）王智弘 （2）張景然＊
 （3）謝毅興 

註二：有關本篇文章相關的訊息說明，例如：研究的經費來源（如：本論文獲國科會補助，計畫編號：

○○○○）、改寫自哪篇學位論文（如：本論文係○○大學○○研究所之碩（博）士論文的部分內容，在

○○○教授指導下完成）、於研討會發表（如：本論文曾發表於○○○研討會）等訊息，將以括弧列於

本文之後、參考文獻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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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授權同意書 

 

論文名稱：                                       （以下稱「本論文」） 

 

一、若本論文經本土諮商心理學學刊（Journal of Indigenous Counseling Psychology）接

受刊登，作者同意非專屬授權予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台灣心理諮商

資訊網 做下述利用： 

1. 以紙本或是數位元方式出版 

2. 進行數位化典藏、重製、透過網路公開傳輸、授權用戶下載、列印、瀏覽等資料

庫銷售或提供服務之行為 

3. 再以非專屬授權方式授權給學術資料庫業者將本論文納入資料庫中提供服務 

4. 為符合各資料庫之系統需求，並得進行格式之變更。 

 

二、作者同意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台灣心理諮商資訊網得依其決    

定，以有償或無償之方式再授權予其他資料庫業者，有償資料庫之權利金收入則

歸【彰化師範大學】所有。 

 

三、作者保證本論文之研究與撰寫過程中合乎相關專業倫理之要求，並為其所自行創

作，有權為本同意書之各項授權。且授權著作未侵害任何第三人之智慧財產權。

本同意書為非專屬授權，作者仍對授權著作擁有著作權。 

 

此致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台灣心理諮商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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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ial Board Organization - Terms and Conditions 
 

 The Board consists of one Editor in Chief. 

 The Editorial Board recruit members from world with a four-year term to participate in the 

editing and review process. 

 The Editorial Board consists of one to two Editor Assistants for the administrative work 

involved in the editing of Journal of Indigenous Counseling Psychology.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take effect as the date of the approval or amendment of the 

Editorial Board meeting.  

 

Operational Guidelines for the Editorial Board 

 
The Operational Guidelines are developed by the board members to facilitate the editing and 

review process of Journal of Indigenous Counseling Psychology.  

Journal of Indigenous Counseling Psychology is an academic journal published quarterly with 

at least three papers per issue. Papers are published in chronological order of acceptance. 

Submissions will be reviewed within 2 months of receipt. 

 All submissions are reviewed under a process where both the authors and the referees are 

kept anonymous. Editorial board members shall refrain from making a recommendation of 

the referees for manuscripts authored by themselves.  

 Based on the referees’ comments, the acceptance of the final the submission is outlined as 

foll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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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pt as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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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sion 

Re-review after 

revision 
Re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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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pt as is Accept as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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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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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er 

Accept 

af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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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e a third 

reviewer 

Re-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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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af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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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af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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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 

Reject or re-

review * 

Reject 
Include a third 

reviewer 

Include a third 

reviewer 

Reject or re-

review * 
Reject 

* Decision rests with the Editor in Chief based on the quality of the submissions and the reviewers’ 

comments. 

1. Guidelines in regard to review and copyright issues shall be developed by the Editorial 

Board to facilitate the paper review process.  

2. Contributions of each issue shall be restricted to one paper per individual as the first author. 

Each volume of the journal shall include at least two research papers external to the staff 

pa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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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 for Paper 

 
Journal of Indigenous Counseling is a scholarly, electronic journal published quarterly by Center 

for Indigenous Counseling Psychology, Department of Guidance & Counseling,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World Indigenous Counseling Psychology Alliance and Taiwan 

Counseling Net in Taiwan. The journal publishes contributions on many topics, such as guidance, 

counseling psychology, clinical psychology, rehabilitation, counseling, social work, psychiatry, 

mental health, Psychiatric nursing, occupational therapy, speech-language therapy, special 

education, 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s, etc. Our purpose is to represent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academic research, enhance the indigenous and culture-inclusive research of counseling, and 

advance the transnation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academic development and communication. We 

welcome previously unpublished empirical and review papers. Journal of Indigenous Counseling 

Psychology publishes papers in the areas of:  

1. Academic monograph, including empirical research, review essay, theory or skill about 

mental health, guidance, counseling psychology, clinical psychology, rehabilitation counseling, 

social work, psychiatry, psychiatric nursing, occupational therapy, speech-language therapy, 

special education. 

2. Practical monograph, including method or strategy in practical experiences, program 

design and practice.  

 

Manuscript Preparation 
Submission must include a title page, the submitted manuscript, two copies of Publication Form. 

Submitted manuscripts must be written in the style outlined in the Publication Format of Journal of 

Indigenous Counseling Psychology and the 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6th edition）. Any inconsistence with the format requirements will result in return of 

manuscripts. The authors are encouraged to correct the format and resubmit. All manuscripts must 

have Chinese and English abstracts both containing a maximum of 300 words（1,500 to 2,000 

characters）typed in a separate page. Up to five keywords or brief expressions can be supplied with 

the abstract. A manuscript（including tables, figures, and both abstracts）should be limited to 30,000 

Chinese words or 15,000 English words. If manuscripts have been presented in conferences, have 

sponsors, or are adaptations of academic degree theses, it should be addressed in cover letters. 

The template of title page and Copyright Authorization Form can be found at 

http://jicp.heart.net.tw/ . All the identifying information of the authors should only appear on cover 

letters not on the title page. All authors must submit two copies of completed Copyright 

Authorization Form. 

Manuscripts must be single-spaced and typeset in 12-point word size and printed on one side only 

of A4 paper with page numbers. Each page has 38 lines and each line with 35 Chinese words（not 

applicable if written in English.）. There should be no line spacing between paragraphs. The author 

must supply all submitted materials on a CD in Word files（Word 98 or above）. 

  

Publication Policies 

Upon acceptance for publication, the Department of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at the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has the right to:  

 Publish the accepted manuscript in printed or electronic version. 

 Provide the accepted manuscript to commercial online databases for electronically storage, 

reproduction, offering access to read, download, or print. 

 Allow the National Library or other database services to provide accepted manuscripts to their 

users. 

 Make editorial change in accepted manuscripts tailored to different format requirements of 

various database services. 

 

http://jicp.heart.net.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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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Process 

Upon receipt of the manuscripts, the manuscript will be evaluated by the Chief Editor to ensure the 

manuscript content fit for the purpose of the journal. Then, the Editorial Board recommends two 

experts as reviewers to undergo a masked review process. Reviewer comments will be forwarded 

to the authors. 

  

Submission 
Submissions are accepted at all times. A review process starts shortly after receipt. Submission 

materials must include a title page, three copies of the manuscript, copies of completed Copyright 

Authorization Form（each author with two copies completed）and a CD with all the submitted 

materials. Please send all materials to: 

 

Editorial Board of Journal of Indigenous Counseling Psychology, Department of Guidance & 

Counseling,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No. 1, Ji-De Road, Changhua City, Taiwan 500 R.O.C. 

Tel: 886-4-723-2105 Ext.2220 

Email: jicpheart@gmail.com 

http://jicpheart@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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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Page 
Manuscript Title: 

Chinese: 

English: 

 

Key Words （maximum of five words）: 

Chinese: 

English: 
 

Author（s） and Affiliation（s）:  

（If more than one authors, please write in the order of authorship）: 

Chinese: 

English: 

 

Contact Information of the First Author and the Corresponding Author:  

（Please include telephone and fax numbers, postal address, and email）: 

 

Author’s Note: 

（If applicable, need to mention sources of research funds, academic theses the manuscript 

adapted from, and/or conferences the manuscript has been pres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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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Authorization Form 

Manuscript Tit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Will be addressed as this Manuscript throughout this form） 

1. Upon acceptance of the Manuscript, the author, I, hereby transfer and assign to Journal of 

Indigenous Counseling Psychology Department of Guidance & Counseling the copyright to: 

A. Publish the accepted manuscript in print or electronic forms. 

B. Provide the accepted manuscript to commercial online databases for electronic storage, 

reproduction, offering their users to read, download, and print. 
C. Permit the National Library or other database services to provide accepted manuscripts to 

their users. 

D. Adjust accepted manuscripts in order to fit different format requirements of various 

database services. 

2. The author permits the Department of Guidance & Counseling at the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can grant the use of this Manuscript to other database 

services for free or for a cost. If it is for a cost, the money belongs to the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3. The author adheres to all related ethical guidelines throughout the process of completing this 

Manuscript. This Manuscript is an original piece of work by the author. The author has the 

right to transfer its publishing and proprietary rights. There is no plagiarism or violation of 

copyright. This form is the permission to publish this Manuscript. The author still holds the 

copyright of this Manuscript. If the Manuscript is prepared jointly with other authors, the 

completion of the authorization form for publication requires each author to complete this 

form separately and makes two copies of each. By signing this agreement, the author 

acknowledges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listed above. 

 

Author’s signature: 

ID Number（or SSN）: 

Telephone Number: 

Email: 

Add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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