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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化研究的身心療癒：以文化脈絡的基礎 

 

羅家玲*   王智弘 

 

摘要 

 

本期為「思源學者專刊」，匯集三位思源學者在 2021 年中華本土社會科學的年會的精闢

演講內容，包括三篇專論：「文化系統觀：社會科學本土化的展望（黃光國，2022）、「社

會學科『本土化』的核心前置課題」（葉啟政，2022）、以及「重新解讀『形而上者為之

道，形而下者為之器』的義理內涵」（王邦雄，2022）等；而本期也同時刊登三篇一般稿

件「正念減壓課程對大學生壓力、身心健康及幸福感之效果研究」（盧諺璋、羅家玲，

2022）、「虛擬實境正念訓練對成人正念、正負向情緒及心理健康成效之初探」（洪菁惠、

張麗麗，2022）、以及「佛法智慧中的不執著在悲傷心理治療歷程的應用」（簡瑩儀等，

2022）等。思源學者黃光國主張採取「文化系統觀」，建構「含攝文化的理論」，才能夠

讓學術研究根植於己身文化，也才能與西方理論進行對話；葉啟政則認為本土化涉及整

個知識體系的重建工程，而中西的文明可望在本土化過程從人性與自然中形成整體性的

理解與融通；王邦雄則重新詮釋《易傳》並主張今之學者應正確理解文化瑰寶的先哲典

籍，讓仁心覺醒保持清理，並引導生命形而上的升越。一般稿件作者盧諺璋、羅家玲從

對大學生的生命教育課程融入正念減壓課程之實徵性研究中，反思正念課程不宜完全以

西方正念為準，應納入東方正念文化之內涵；洪菁惠、張麗麗從虛擬實境及傳統實體課

程之正念訓練介入方案研究中，體現了正念課程結合現代科技應用的可能性；簡瑩儀等

則嘗試以佛法的核心智慧「無自性」作為悲傷輔導的智慧，以「從善如流」而遠離執著

所生之悲傷痛苦。「思源」一詞所蘊含的美好理想，是期待本土化學者以東西方文化之精

華為學術探索之源頭，以開展本土化研究的各種可能，本期的文章猶如一扇窗，使我們

能一窺此等本土化探索的可能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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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為「思源學者專刊」，內容相當精采和特別，共分成兩個部分，前者為專刊部

分，匯集三位思源學者在 2021 年中華本土社會科學的年會，也就是「東西會通、飲水

思源、多元包容、開創新局：社會科學的傳承與創新─第四屆社會科學本土化學術研討

會暨第五屆本土諮商心理學學術研討會」上的精闢演講內容改寫而成，包括三篇專論：、

「文化系統觀：社會科學本土化的展望（黃光國，2022）、「社會學科『本土化』的核心

前置課題」（葉啟政，2022）以及「重新解讀『形而上者為之道，形而下者為之器』的義

理內涵」（王邦雄，2022）等；後者為一般稿件部分，則包含一般投稿的三篇文章分別是：

「正念減壓課程對大學生壓力、身心健康及幸福感之效果研究」（盧諺璋、羅家玲，2022）、

「虛擬實境正念訓練對成人正念、正負向情緒及心理健康成效之初探」（洪菁惠、張麗

麗，2022）、以及「佛法智慧中的不執著在悲傷心理治療歷程的應用」（簡瑩儀等，2022）

等。 

    會有如此特別的內容結構，純粹是時間因緣的聚合而成。一來是去年的三位前輩學

者的演講非常精彩，許多與會聽眾希冀能有文字版本可供深入閱讀，經本刊的持續邀請

與三位學者的慨然賜稿，完成之時正逢本年度的反思「怪異心理學」的社會文化現象─

第五屆社會科學本土化學術研討會暨第六屆本土諮商心理學學術研討會，相當值得此時

此刻歡慶刊載以饗讀者。二來，一般投稿的三篇文章完成審查與修改後也正逢此時刊載，

內容中兼具中西貫通的正念與佛法。這裡談的正念也是佛法內涵之一。亙古以來的佛法

已經廣被中西，但卻在正念（mindfulness） 乘著佛法去宗教化成為近年行為取向治療新

趨勢後，再度顯示佛法西來意，這實在是很有趣的現象。不僅是跨地域性的文化療育，

也是跨時間性的人性中珍貴且相同需求的自我修練，更直接觸及自性修養，而非只因地

域或時間所區隔的文化差異。如此一來，彙整為本期內容後，是否也正巧無意中回應了

三位學術先進前輩的期待，在深刻省思本土化心理與社會科學研究的困境與前瞻之際，

讓接受西方現代文明的衝擊至少經過一百五十年以上的後生晚輩深刻反思，研究之所以

成為研究的學術意義、文化意義、個人意義甚至世代的意義究竟何在。 

    思源學者黃光國教授在「文化系統觀：社會科學本土化的展望」（2022）一文中，以

個人在國際的本土化學術研究所經歷的親身見證，說明許多國家都在本土化學術研究的

局限中努力，以試圖突破被西方學術殖民而忘卻本身社會科學與文化存在的珍貴特殊性，

但反思後如何行動的方針策略呢?黃教授建議:採取「文化系統觀」，建構「含攝文化的理

論」，才能夠讓學術研究根植於己身文化，也才能與西方理論進行對話，方能在國際獲得

學術發展的一席之地。本文也具體回應了葉教授的觀點與落實本土化研究的期待。 

    思源學者葉啟政教授在「社會學科「本土化」的核心前置課題」（2020）一文中，回

顧距今約四十多年前，約一九七九年時，和楊國樞、李亦園和文崇一等三位教授，在台

北南港的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的學術研究「本土化」會議的對話，是開啟台灣行為

與社會學科界注意到「本土化」的濫觴，促動具本土化意識的學術工作者開始反思與突



 

viii 
 

破西方主流學術霸權殖民化的現象，至於如何避免因此卻落入學術義和團的自我封閉，

葉教授提醒我們應注意:知識體系的建立是基於其特殊文化－歷史質性孕育下的社會產

物，有著內在的「侷限性」。因此，若只用剪貼+複製的一味跟隨西方流行的知識概念或

研究思維，不如是:「從『此時此地』之人們的日常生活世界出發，同時針對著「『傳統

本土／現代外來』與「『實際社會表徵／知識體系構造』的雙重交叉面向，對既有的知識

體系進行再詮釋與檢討。因此，它涉及的是整個知識體系的重建工程」（葉啟政，2022）。

可見，研究的問題意識需要連根帶土的文化社會科學甚至是哲學的批判思考才算清晰與

完整。因此，葉教授進一步以代表性的西方哲思與知識論、東方老子思想和佛學的空無

智慧為例，說明社會存有論的認知差距需要釐清與理解，方不至於重複成為二元論的無

味爭辯，而能從人性與自然中形成整體性的理解與融通。 

    思源學者王邦雄教授在「重新解讀『形而上者為之道，形而下者為之器』的義理內

涵」一文中，則重新詮釋《易傳》中「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的名言，探

討「形而上」、「形而下」及 「而」的真義，藉由老子的「為學日益，為道日損」、「知不

知，上；不知知，病」的意義，指出到人心是形而上往哲學或形而下為器用的關鍵，正

如先哲王船山在《莊子解．人間世》所說：「知生于心，還以亂心。」，「知生于心」，故

謂「心知」，而「知」是執著，這執著就是煩惱痛苦的起點。若人心只執著在器用價值，

天道的價值就容易喪失，小我如此，大我如此，甚至國際社會皆如此。而今學者應正確

理解文化瑰寶的先哲典籍，讓仁心覺醒保持清理，引導生命形而上的升越，不做名利權

勢的工具（王邦雄，2022）。 

    在第二部分的一般稿件文章中，第一篇是盧諺璋、羅家玲（2022）撰寫的「正念減

壓課程對大學生壓力、身心健康及幸福感之效果研究」，主要係針對大學生的生命教育

課程融入正念減壓課程以進行實徵性研究，探討正念減壓課程對大學生壓力、身心健康

及幸福感的效果，當時是在正念甫做為一種放鬆身心技術的行為養成階段的課程初探，

雖融入少數正念認知治療單元，但在概念內涵上完全以西方正念為基礎，即使兩位研究

者本身都受益於東方正念，卻極少在文化內涵上深究。 

    第二篇是洪菁惠、張麗麗（2022）撰寫的「虛擬實境正念訓練對成人正念、正負向

情緒及心理健康成效之初探」，係透過招募成人受試者，以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及

傳統實體課程作為正念訓練介入方案，探究成人正念程度、正負向情緒及心理健康之效

益及其差異為何，可說是正念課程進展到結合科技應用的新階段，但同樣在正念內涵上

仍採取西方正念觀點，但更善巧引用現代科技的特色，深具創意性。 

    第三篇文章則是簡瑩儀等（2022）撰寫的「佛法智慧中的不執著在悲傷心理治療歷

程的應用」，是嘗試以佛法的核心智慧為「無自性」作為悲傷輔導的智慧，進而推展出善

與不善心所的辨識，「從善如流」而遠離執著所產生的悲傷痛苦。雖然只是論述的梳理尚

待實證研究，但巧妙呼應王邦雄教授文中所主張：「形而下」是心執著形，其與王船山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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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知生于心，還以亂心」的心境觀點同樣，執著是苦，離執是離苦，佛家智慧即如

斯。未來若能像正念的具體化實修步驟的驗證，將累積更具實踐性的知識。至此，無論

中西的正念或執著心所，皆可看見古今中外，人性的療癒並未區分地域或文化，殊相與

共相之間的關係值得探究。 

    從兼具中學與西學之哲思為原的「思源」為鵠的，提醒我們在學術發展、研究論述

甚至個人修養，處處以全然（holistic）觀進行審慎的理解和客觀與整體兼容的探究需要

深厚的研究素養，雖然研究的每一個起步都是本土化里程的一小步，但在根植於思源和

人性的文化關懷中，開展出豐厚意義的人文療癒，可能是此世代人文社會科學幸福而美

好的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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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dy and Mind Healing in Indigenous Research: 

Based on Cultural Context 

 

Jia-Ling Luo *  Chih-Hung Wang 

 

Abstract 

 

This issue is a special issue of "Indigenous Social Science Scholars," which brings together the 

incisive speeches of three Social Science Scholars at the 2021 Annual Conference of Chinese 

Indigenous Social Sciences Association, including three monographs: "Cultural System 

Approach: A Perspective for the Future of Indigenous Social Sciences."(Hwang, 2022 ), "The 

Core Prerequisite Issue in the Indigenization of Social Research" (Ye, 2022), and "Revisiting 

the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s of "What is Prior to Physical Form Pertains to the Dao, and What 

is Subsequent to Physical Form Pertains to Concrete Objects" (Wang, 2022); This issue also 

publishes three general articles at the same time: "Effects of Mindfulness-Based Therapy 

Groups on the Stress, Physical Health,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of College Students" (Lu 

& Luo, 2022), "The Effects of Virtual Reality-Based Mindfulness Training on Adults' 

Mindfulness, Emotions, and Mental Health: A Preliminary Study" (Hong & Chang, 2022), and 

"Buddhist Wisdom of Non-attachment in the Psychotherapeutic Grief Process" (Jian et al., 

2022), etc. Indigenous Social Science Scholar Hwang advocates adopting a "cultural system 

view" and constructing a "theory that includes culture" so that academic research can be rooted 

in one's own culture and dialogue with Western theories; Ye believes that Indigenization 

involves the entire knowledge system reconstruction project, and Chinese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s are expected to form a holistic understanding and integration from human nature 

and nature in the process of Indigenization; Wang reinterpreted "Yi Chuan"( Commentaries on 

The Book of Chang) and advocated that modern scholars should correctly understand the 

cultural treasures of sage classics, keep the awakening of benevolence clear, and guide the 

metaphysical ascent of life. General manuscript authors Lu and Luo reflect on the fact that 

mindfulness courses should not be completely based on Western mindfulness, but should be 

incorporated into the connotation of Eastern mindfulness culture from the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integration of mindfulness stress reduction into life education courses for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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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Hong and Chang reflected the possibility of combining mindfulness courses with 

modern technology applications from the research on mindfulness training intervention 

programs in virtual reality and traditional physical courses; Jian and others tried to use the core 

wisdom of Buddhism "no self-nature" as the wisdom of grief counseling, and "follow goodness 

like a stream" to stay away from the sorrow and pain caused by attachment. The beautiful ideal 

contained in the word "Siyuan" (remember the source) is to expect indigenous scholars to use 

the essence of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as the source of academic exploration to carry out 

various possibilities of indigenization research. The articles in this issue are like a window, 

allowing us to get a glimpse of the possible landscape of this kind of indigenization expl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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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系統觀：社會科學本土化的展望 

 

黃光國* 

 

摘要 

 

文化系統觀源自於「分析二元論」（Archer, 1995）, 它跟社會科學界流行的「泛文化維

度」的研究取向判然有別。在這個簡短的演講中，我以最近完成的數篇論文為例，說明

唯有採取「文化系統觀」，建構「含攝文化的理論」，才能跟外來流行的西方理論進行

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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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演講的題目是「文化系統觀：社會科學本土化的展望」。各位請注意，文化系

統觀跟社會科學中的變項研究是不同的，這個概念來自一位英國的社會學教授，叫做

Archer，他是國際批判實在論協會的成員，提出過一個很重要的理論叫做「分析二元論」

（analytic dualism），認為我們在分析文化的時候，一定要把握一個核心概念：文化系統

跟社會文化的交互作用是不一樣的。所謂「文化系統」就是最早把這個系統提出來的人，

他的整套觀點和想法。譬如說今天我們要講儒家，就要回到孔子，看他當年是怎麼講的。

後來的人對這個文化系統所作的解釋，叫做 social culture interaction，是在某一個特殊的

社會文化條件之下，對原來的文化系統解釋。這兩個概念分清楚以後，我們可以開始談

這個今天的主題。 

  我在推動社會科學本土化時，深受葉啟政教授的影響。他有一本很重要的著作叫做

《傳統與現代的鬥爭遊戲》，在他本人的演講裡，已經有提到過這個概念。現代西方的理

論，是以一種優勢的姿態輸出到非西方社會，非西方社會的傳統文化則是零散的，是儲

存在一般老百姓的集體潛意識中，並表現在他們的日常生活裡。用一個比喻來說，西方

的理論是在打陣地戰，靠船堅炮利作文化入侵；傳統文化則是在打游擊戰，在小民的日

常生活裡看得到文化傳統，卻沒有辦法將之建構成理論。 

  剛才葉啟政教授講，因為哲學人類學預設的不一樣，陰陽氣化宇宙觀的文化傳統根

本不知道如何把自己建構成現代西方式的客觀理論。認識到這一點以後，我在提倡社會

科學本土化運動的過程裡，花了很多的時間推廣西方的科學哲學，認為它是西方文明的

精華。西方科學哲學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把知識理論化、客觀化，建構成客觀的知識體

系。 

  我過去在主持「華人本土心理學追求卓越計劃」八年後，出版了一本書《儒家關係

主義：哲學反思、理論建構與實徵研究》，請注意，這個哲學反思是以西方的科學哲學，

反思我們的文化傳統，再來建構理論，然後再從事實徵研究。這本書在 2009 年出版，

兩年後，我把它翻譯成英文出版，英文版的題目是 Foundations of Chinese Psychology，

副標題是 Confusion Social Relations。這本書的出版很重要，因為在國際上跟人家辯論的

時候，可以很快引述我講的是我書中的哪一部份，人家才知道你在講什麼，如果你沒有

自己的立場，怎麼跟人家辯論？ 

  這本書 2011 年在 Springer 出版之後，我跟瑞典哥德堡大學教授 Carl Martin Allwood

開始在一個叫 Social Epistemology 的期刊，辯論跟本土心理學有關的許多議題，這是英

國批判實在論學派所辦的一個期刊，他寫一篇文章提問，我就寫一篇文章回應，兩個人

發表的相關文章將近 16 篇。前後將近 3 年，最後他把自己的論點寫成這本書 The Nature 

and Challenges of Indigenous Psychologies，請注意，這個 Indigenous Psychologies 是複數，

因為他研究的本土心理學不只在台灣，有 30 幾個國家都在搞，都遭到同樣的困難，都

不知如何解決。我們開始辯論的時候他還很年輕，這本書出版後，我在美國心理學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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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碰到他，他已經變成一個老頭子了，當然我也變老了。 

  劍橋大學出版社要幫他出版這本書，因為裡面提到很多我的研究，所以請我審查。

我跟 Editor 講：「書寫得很好，但是它只提出問題，沒有解方」，Editor 問我：你知道解

方啊？我說，我當然有解方，否則我怎麼會這樣講，Editor 說那你幫我們也寫一本。我

很快地在那一年寫了一本書，叫做 Culture-Inclusive Theories（含攝文化的理論）。各位請

特別注意，從德國心理學之父 Wundt，在德國萊比錫大學建立科學心理學以來，他就不

知道如何處理文化議題，西方的心理學理論是不含攝文化的，是把西方的個人主義當作

是基本的預設。 

  這本書告訴你一種知識性的策略，怎樣考量文化系統，建構含攝文化的理論。這本

書出版之後，我在 2018 年又出版了一本書，《內聖與外王：儒家思想的完成與開展》，

依照這個策略，將最基本的理論建構完成之後，儒家思想就有可能繼續開展。所以我最

近幾年，都在做推展這些理論的工作。 

  這裡我可以舉幾個例子，說明我最近出版的一些專著跟文章，這篇收在劍橋大學出

版的一本專書 Intercultural Training 裡，是這本書裡面的一個 chapter，由一位印度的教

授叫 Bhawuk 所編，目的在幫助不同文化的人去認識其他的文化。我和一位博士生陳蓉

合作，討論中國人的面子及其文化的深層結構，我們發展出一個「互信的天理模式」。陳

蓉現在在美國教國際關係，所以把面子問題放在國際關係的場域中使用，這個研究取向

是西方人完全想像不到的。 

  還有一篇文章也是去年出版的，這個文章叫做 Escape from Kantian Eurocentric Bias 

in Cross-Culture Psychology，如何跳脫康德式的歐洲中心主義？康德在他的《道德形上

學原理》裡的一個注腳，提到孔子所講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他說這不是普遍性道

德原則，不是一個 principle，沒有強制性，不符合西方道德的標準。康德其實並沒有對

儒家系統文化作整體性的了解，而是斷章取義，摘取裡面的一個概念，就對儒家作斷言，

這是一種歐洲中心主義的判斷。我特別把它提出來，做一個例子，說明今天跨文化心理

學裡大多數的研究都是這樣做的，他們其實並不懂儒家文化傳統，對儒家文化傳統沒有

系統性的整體觀點，這種例子多的不得了，這篇文章刊登在 Culture & psychology 上出版

後，反應很好。 

  另外一篇文章，前幾天才收到一個期刊說要接受的 message，題目是對西方的「怪

異心理學」（WEIRD Psychology）發動科學革命（scientific revolution）的知識論策略。

這篇文章其實是我們去年向科技部提出的整合型計畫，這個整合型計畫做得好的話，可

以顛覆西方的「怪異心理學」。我們王理事長演講的時候，提過好多次，西方主流心理學

的研究對象是 White（白人）、Educated（受過高等教育的）、Industrialize（工業化國家

的）、Rich（有錢人的）、Democratic（民主的），其實就是以白人大學生為樣本搞出來的，

他們只占全世界人口的 12%，其實是不能解釋大多數的人的心理，所以我們需要一種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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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論策略，發動一個 scientific revolution，對這樣一個怪異心理學進行科學革命。這個整

合型計畫，我們今年還準備再繼續向科技部提出申請。 

  最後也是一篇剛剛被期刊通知說可以刊登的論文。我被邀去審查一篇文章，這篇文

章比較西方心理學測量價值觀的六種主要工具，說我們如何用統計方法來判斷這六種主

要工具的優缺點。在統計上他講得很精緻，送給兩個人審查，另外一位教授看了後，認

為一點問題都沒有，我看了後卻覺得問題很嚴重，為什麼呢？我說他其實犯了一個方法

論中心主義的謬誤，因為這六種測量工具都是依照西方現代化理論發展出來的，用統計

方法找它們之間的關聯，其實是一種 tautology 循環論證，根本沒有解釋任何東西。今天

世界現代化理論正在遭遇到一個很大的挑戰，這是一位日本裔的美國學者 Francis 

Fukuyama 提出來的。1990 年代，東歐共產國家崩解的時候，他出版了一本書叫《歷史

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認為在東歐共產國家崩解以後，整個世界都會走向自由

民主的資本主義，沒有其他選擇。很快他就發現他這個理論錯了，因此出版了另外一本

書叫 Sources of Political Order，政治秩序的根源，主張政治秩序的維持關鍵並不在於投

票與否，真正最重要的因素是社會現代化而且夠強韌，決策者是否有道德感，作決策時

很穩健，而且必須 accountable，願意為自己的決策負責。把這幾個概念整合在一起，叫

治理力（Governance）。治理的能力最重要，投票與否並不重要。有了治理力，人民才會

信任你，而產生 trust，所以我用儒家的「五常」為基礎，提出一個理論模式，叫 mutual 

trust model of 天理，天理的互信模式。傳統的現代化理論是不對的，你要用這個新的理

論模式才能解決當前世界面對的難題。因為時間的限制，暫時只能先講到這裡，謝謝各

位，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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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研究的「本土化」涉及的，不單單指向概念的本土化，即採取在本地蘊生的特殊概

念與現象（如緣份、孝道）作為研究對象，而是以本土傳統積累的感知模式作為分離點

來檢視西方主流論述背後的認識論與社會（心理）本體論預設，進而從中尋找建構整個

論述體系的「分離點」。所以，社會研究「本土化」的深層根源乃觸及哲學人類學的存有

預設的問題，簡言之，即是有關如何想像「人與社會」圖像的根本預設問題。基於西方

的論述架構乃是優勢的主導知識體系，也是我們長期學習、且被高度制約鑲嵌的認知模

式，因此，回到西方社會（心理）思想發展過程中檢視概念與論述內涵的文化─歷史質

性，可以說是「本土化」的核心前置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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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一九七九年間，楊國樞、李亦園和文崇一三位教授共同策劃，在台北南港的中央

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召開了一個討論學術研究「本土化」（以下簡稱「本土化」）的會議，

可以說是開啟了台灣行為與社會學科界注意到「本土化」的第一聲響砲。屈指一算，延

續至今，已有了四十多個年頭了。在這麼一段說長不長、說短不短的日子裡，我不敢說

對這個課題的探討本身與實際的研究成果是毫無建樹。但是依我個人的意見，整體的成

果並不如預期的理想，而且甚至似乎有著愈來愈式微的態勢，令人有著欲振乏力的感覺。 

  情形所以會如此，毫無疑問的，來自西方優勢的學術典範氣勢洶湧澎湃，嶄新的理

論、研究方法、概念、問題意識等等層出不窮，以至使得學者們單單學習已經應接不暇，

更罔論靜下心來好好地思索、反省與批判，以另闢蹊徑。更何況，頗多的學者以追求來

自西方主流學術霸權的「新東西」當成「有學問」與「追求卓越」的象徵，倘若不能不

斷地吸收這些學術霸權發展出來的新「知識」，就表示自己是落伍、「趕不上時代」，甚至

是不負責任的。記得，當年，我還在台大任教時，有一年我到美國維吉尼亞大學擔任客

座教授，回台後，有一天遇到一個研究生，他劈頭就問我：「葉老師，這次帶了什麼新東

西回來」。我笑著回答說：「你怎麼不問我，我給了美國學生什麼新東西呢？」從這個例

子，可以明顯地看出我們學院裡所存在普遍「崇洋」心態，畢竟他們才是「中心」。 

  總之，由於種種的客觀因素，特別是來自學院與相關之官方掌權者「盲目」地崇洋，

總是以獲取西方學術界的認定，作為界定學者之學術產出是否符合「所謂」卓越的判準。

最為典型的例子莫過於是，一個學者的學術表現品質，經常是以是否刊登在名列諸如

SSCI 內之期刊的認證作為判準。於是，「有為者」莫不儘可能地投在 SSCI 內之期刊的

主流研究問題意識（包含議題、理論架構、概念的運用、方法的選擇等等）之所好來設

定自己的研究取向，為的是增加被刊登的機率。當然，更多的是以西方學術界時興的熱

門研究議題來設定自己的畢生研究志業，結果帶來的是與西方主流學術潮流產生了亦步

亦趨的現象。在此，我必須特別鄭重地聲明，我並不是持著「義和團」心態，不分皂白

地完全否定名列 SSCI 之期刊的價值，因而連帶地否定了有論文刊登於其上之學者的學

術品質。我所要表明、也是在意的，是一個學者為學的「態度」與「價值」取捨的趨向

問題。我知道，這樣的要求或許是陳義過高，忽略了對學者而言，他其實與一般人一樣，

在既有體制的規範和價值系統內，以最低標準來說，追求的是基本存活機會，而以較高

的期待來說，則是追求名、權與利上面的成就。對學者來講，就是名列院士、講座教授、

特聘教授等等。所以，順從著學術界既有之具特定意識型態的規範、價值、以及學術品

質的判定標準等等，原是可以理解的。在這樣的現實情況之下，我們著實是難以要求所

有的學者們都具有著傳統對「知識分子」（或謂「讀書人」）所渴望看到的崇高學術情操，

更遑論有獨立的學養風格，甚至只是稍微用點心思以批判的反思態度來審視自己從西方

主流學術體制學習來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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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結一句話來說，我想表達的是，面對著西方世界，我們這個社會長期以來是「缺

乏自信心」，也有著強烈的「民族自卑感」。在這樣的氛圍下，我們從來就不懷疑來自西

方（特別美國）的知識體系原只不過是在特殊文化─歷史質性孕育下的社會產物，而卻

是經常將之當成至少是超越地域（若非時間的話）的「科學」真理。然而，事實上任何

的知識都建立在特殊的思維與認知模式上面，有著內在的「侷限性」，而這往往弔詭地表

現在其所呈顯之為眾人所接納的特性上面，如所謂的「科學理性」。因此我們始終是有著

理由細細地省思，不只是批判，更是值得另闢蹊徑的，「本土化」正是標示著「另闢蹊徑」

的一種思維與認知分離點。然而，當眾多的學者存有著上面所陳述類似的集體心理狀態

時，也就意味著是處於普遍缺乏「反思能力與意願」的客觀環境之中，以至整個學術環

境自然是不利於「本土化」的推動。說來這恰恰是我們今天的現實處境。 

 

貳、學術研究「本土化」可能面臨的基本困境──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來考察 

 

 就「本土化」作為一種學術運動本身而言，上面順手拈來的一些例證，基本上涉及

的是所謂的外部影響因素。然而，針對著「本土化」的問題，更重要的關鍵應當是在於

知識體系之建構過程內涵的內造因素帶來的問題。這是我底下關照的焦點。 

 回顧這四十多年來台灣行為和社會學科界投入「本土化」所展現的研究成果，絕大

部分是運用本土（特別是來自傳統一般人之日常生活世界裡頭的）既有的一些概念來從

事釐析與分辨，並進而建構具有「本土味」的論述模式、乃至（中程）理論。其中，最

常見的莫過於是諸如有關孝道、緣份、中庸情境、陽奉陰違的行為、乃至費孝通的「差

序格局」說，以及許悢光的「社會取向」論等等的論述，當然也包含在座黃光國教授之

有關「套關係」、人情與面子的研究。毫無疑問的，諸如此類體現在傳統華人社會裡的行

為或社會結構樣態具有著一定的「典型」性意義。就表象而言，相當程度的，這的確與

西方人所呈顯的「典型」行為和文化─社會結構樣態是有所差異，因而常常被視為是區

辨東西兩方之文化、社會與行為表徵的判準。 

 對這樣的「本土化」，尤其是將之當成韋伯式的「理念型」（ideal type）來看待，我

個人是百分之一百的支持。況且就經驗實徵的角度來說，這更可以說是重要的課題，是

不可或缺的。但是，如果我們認定如此的研究取向即已涵蓋了「本土化」的整體範疇，

或至少碰觸到了建構「與本土契合」之論述的最核心部分，那麼我就有了不同的意見。

我首先要指出的是，針對著擷取傳統華人社會所呈顯的諸種特殊行為與社會質性來作為

「本土化」的基本標竿，就現實的社會狀況來說，我們首先必須面對的是，在已邁入二

十一世紀的今天，我們接受西方現代文明的衝擊至少已經過一百五十年以上了。在這樣

之社會各個面向基本上已經歷經過巨大的「質變」之後，傳統華人社會所呈顯的諸種特

殊行為與社會質性的典型樣態，到底還存在有多少的原汁原味？或者，換個角度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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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傳統的行為與社會典型樣態來作為構作「理念型」的典範依據，到底還存有著多少

的現實意義？倘若還是有意義，那麼，意義在哪裡？也就是說，面對著來自西方現代的

優勢行為與社會結構模式在某個程度上已在「本土」社會裡生根滋長的現實情況下，我

們進行研究探討時，在研究態度與策略運用上，應該有那些面向是必須特別予以關照著。

針對這樣之情境從事「本土化」研究時應當採取怎樣的策略，余德慧、林耀盛與李維倫

三位教授所提出之透過「文化間際交互參引」的雙差異折射論，極有創意，相當值得借

鏡。 

 簡單地來說，以上的論述隱約地告訴著我們，在「傳統本土」與「現代外來」（特指

現代西方）二元對彰的歷史格局裡，研究的「本土化」所可能面對的問題將非單純地只

是在於如何選擇適當的「本土」概念與論述架構上面而已，而有著來自知識體系本身內

涵之更深層的根本問題。長期以來，我們的整個知識體制可以說是為西方主流學術典範

以幾近完全壟斷的方式而宰制著，特別是在認定具客觀中立之「科學」迷思（尤其是以

自然科學為典範的實證主義科學觀）的加持下，我們的思維與認知模式可以說是完全被

西方現代的所謂「科學理性」觀所征服。在這樣的歷史格局裡，自十九世紀以來，整個

人類文明所面對的於是乎乃涉及到，居優勢之西方文化幾近全面壟斷下之文化解碼的雙

重性問題。也就是說，我們必須從「此時此地」之人們的日常生活世界出發，同時針對

著「傳統本土／現代外來」與「實際社會表徵／知識體系構造」的雙重交叉面向，對既

有的知識體系進行再詮釋與檢討。因此，它涉及的是整個知識體系的重建工程。 

 就此，讓我更進一步地予以闡述。我意圖說明的是：一方面，屬於「外來現代」之

居優勢的西方文化帶來的是「全球化」的效應。它不但滲透進入一般人們之日常生活的

各個面向，施及於知識體系，則是有關知識內容之正當性的確定問題。但是，另一方面，

在地的行為─文化─社會樣態展現的，則有一部分是來自「本土傳統」文化元素所遺留

的磁滯效應，特別具體地表現在一般市井小民之日常生活裡的思想、認知與感情的表達

模式，尤其是種種實際作為之中。基本上，這兩種成分（本土傳統／外來現代的）是以

「前意識」的狀態混雜在一起作用著，而且弔詭的是，它們卻可以說是同時既獲得又失

落。我的意思是說，因應著個人的認知能力、領悟力、社會背景、教育程度、行為當下

的情境等等條件的不同，本土傳統／外來現代這兩股力量對人們產生的作用，在認知接

受程度與行動實踐的效應上，都會有落差的。於是乎，我們經常只能採取「類別」範疇

的方式來理解與體認，如「守舊的」或「新潮的」等等。 

 在這樣的現實狀況下，就知識的經營而言，一旦我們往問題的深層來看，不管採取

怎樣的方式來加以審視，「本土化」勢必涉及到「本土傳統／外來現代」兩造內涵之思維

與認知模式的分殊差異的課題，而這包含著方法論、認識論，特別是涉及所謂「哲學人

類學存有預設」的（社會）存有論問題。或者，換個另外的角度來說，這涉及到西方人

到底以怎樣的方式來認知、構思、詮釋與呈現（社會）現象以成就整個知識體系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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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構，即：有關問題意識如何提呈的問題。簡單地說，到底西方學者是怎麼想問題的？

這即是我所說的「本土化」的前置性課題，基本上，是超乎單純之「本土」概念的適當

選擇和運用的問題。在此，由於時間的關係，我將方法論的問題擱置不論，單單就認識

論與存有論問題，特別是後者來略加申述。 

 

參、研究「本土化」的核心前置課題 

 

 就採取「理念型」的方式來從事「本土化」之知識探索的立場而言，不管是針對「本

土傳統」或「外來現代」的文化元素，基本上，我們都是企圖以「歷史原型」（如儒家的

「孝道」或西方的「理性」）來輝照「本土化」是一種具典範性之（文化）體系的考察，

而非針對一般人們在日常生活世界裡的實際作為現狀。然而，儘管現實實際呈現的和理

想典範表彰的之間是有著落差，「理念型」所意圖剔透之具理想典範性的「歷史原型」卻

可以說是代表著外在社會表象背後的內在象徵「元神」，用來從事「本土化」研究，確實

扮演著類似 Lakatos 所說之研究方案（research programme）的角色，不管是針對著「本

土傳統」或「外來現代」的文化元素而言，都具有著一定的啟發性意義。 

 在此，讓我以簡單的語言重述一下前面的論點，以作為階段性的總結，並幫助在座

諸位整理一下思緒。我要說的是：在西方現代「理性」文明挾持著優勢力道主導著「全

球化」的歷史格局裡，「本土化」之具深層意涵的前置性課題，乃首在於針對著外來之西

方知識體系的內造理路結構，包含存有論的基本預設、認知模式、與概念架構等等，從

事批判性的反思，並進而以此來彰顯「本土傳統」的思維與認知典範，對整體人類未來

的知識經營（乃至文明發展）所可能開顯的特殊意義。因此，「本土化」作為知識體系的

經營，它並非侷限地運用在有限的「在地」空間以奏收楊國樞教授所說的「本土契合性」

而已，而是邁向創造另一個具創新性的全球知識體系。這麼一來，「本土化」於是乎乃是

一種雙重的文化解讀過程。 

 以這樣的認知與期待作為前提，假若我們將「外來現代」的文化元素看成是「域外」

（當然，也是具優勢主導性的）的東西的話，那麼，「本土傳統」的文化元素則是「域內」

的了。如此一來，從「域外」著手來尋找隱藏在「域內」背後的論述觀點作為奇特分離

點，以來探究當前主流文化─社會現狀背後可能隱藏的「症候」，乃可以產生具雙重視界

作用的「距離的感傷」，奏收 Gadamer 所說的視域融會（fusion of horizons）效果。倘若

借用 Althusser 在詮釋馬克思的理論時所說的，針對著資本主義體制來說，馬克思的理論

可以說是一種沉默的「症候閱讀」，將內涵在資本主義體制之結構理路中原先屬於「看不

到、且非核心」、乃至是完全「闕如」的「感傷」部份（如「剩餘價值」所內涵的倫理與

生命美學意義）挖掘出來，並讓它浮現以成就為「看得見、且是核心」的元素（如視「剩

餘價值」為剝削無產階級的結構性根源），進而從事社會改造的工程。尤有進之的，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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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翻轉過程所呈顯的，更是一種創造「留白」、並加以細緻經營的迴轉工夫，提供我

們作為一個分離點，帶動同時兼具著全球與未來之「時空」意涵的文化創造轉向。總而

言之，將這些原則運用在對「本土傳統」或／與「外來現代」的文化元素上面，構成為

「本土化」的基本策略，也是指導方針。而這正是我所以堅定地認為，針對著「外來現

代」的文化元素從事具反照解讀性的理解與詮釋，乃是「本土化」的前置性課題的關鍵

所在。 

 

肆、提示學術「本土化」之前置性課題的兩個實例 

 

 我知道上面所陳述的有嫌過於抽象，尤其因為勢必涉及到整個西方現代社會學科知

識的發展和其背後的文化─歷史背景，以至確實是不容易掌握我到底想表達些什麼的。

因此，最好的作法就是舉用實際的例子來加以闡明。在此，基於時間有限，我僅就認識

論與社會存有論預設兩個層面來略作描述，首先，就認識論的角度來做簡單的說明。

 從古希臘時期開始，西方思想家基本上就採取了「實質論」的立場，譬如，愛奧尼

亞（Ionia）就認為，宇宙萬物有著永恆存在、且具「實質性」的共同原質物所組成。泰

勒斯（Thales）宣稱是水，阿那克西米尼（Anaximenes）說是氣體，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 

則認為是火，言者莫衷一是，各有說法，直到了德謨克利特（Democritus），他提出了帶

有抽象概念色彩的「原子說」論調，可以說做了一個具時代性意義的總結。柏拉圖（Plato）

更進一步地認定，雖然自然界中的種種有形的東西是流動不拘的，但是構成這些有形物

體的「形式」或「理念」卻是永恆不變。譬如，當我們說到「馬」時，我們並非指涉到

任何一匹特定的馬，而是任何一種的馬，即所有形構成為所謂「馬」具有的特徵。於是

乎，「馬」的涵義本身獨立於具體的單一匹馬（即「有形的」），乃超越空間和時間，是永

恆的，而任何單一匹特定、有形、存在於感官世界的馬，則是實際可察知、但卻是「流

動」的，會死亡，也會腐爛掉。柏拉圖如此以具概念性的「本質」（essence）來形構的

「理念論」，可以說是形塑了西方人的基本認知模式，而有了諸如至真、至善、至美的境

界說法。到了中古世紀基督教勢力興起後，柏拉圖此一「理念論」所反射出來的至真、

至善、至美境界為「上帝」的概念所取代，成為解說與認識世界（包含人本身）之至高

至上的絕對概念，而且被認定是「真實的」。到了十七世紀以後，這個長期來為基督宗教

所壟斷之以「上帝」概念作為真善美三位一體的絕對判準，逐漸為來自於諸如笛卡兒、

牛頓與萊布尼茲等人所形塑的「科學」觀（尤其自然科學的實證主義）所取代。「科學」

於是乎取代了「上帝」的概念，作為表達柏拉圖之「理念主義」的繼承概念。它是現代

人心目中的「上帝」代言人，有著宣稱披露具普遍校準性之「真理」事實的絕對權威，

乃是無以倫比的，不可批駁，也不可否認。就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這個權威體從「教

會」讓渡給「學院」，從「教士」轉移到「學者（教授）」（尤其科學家）身上。於是，它



 

12 
 

以另外的姿態一樣地實踐著柏拉圖的「理念主義」。 

 說到這兒，我必須聲明，我並沒有完全否定「科學」之價值的意思，而是「科學」

作為西方世界的特殊歷史產物，它具有著特定的文化─歷史質性（特別是表現在人文與

社會學科上面的），這值得我們認真地予以省思。當然，從十七世紀以來，西方學者本身

早已不斷地有所反省與批判，如十七至十八世紀義大利的維科（Giambattista Vico）就是

一個例子，更不說當代的詮釋學或批判理論等等了。但是，對我們來說，這樣直指西方

知識體系的基本認識論（或謂科學觀）是「本土化」不能不關照的基本面向，因為在長

期以來我們整個的知識經營一直為居優勢的西方知識體系所主導的情況下，這決定了我

們怎麼來思考、認識與詮釋我們的行為和社會現象，縱然使用了所謂「具本土性」的概

念。在此，讓我僅就認識論上的基本認知模式與社會存有論預設分別提出一個例子來說

明。但是它們在概念內涵卻是相通而關聯著。 

 首先，就認識論上的基本認知模式來說，自從十七世紀笛卡兒以「我思故我在」的

說法作為基本命題而架出了「主客」雙元互斥對彰的認知模式以來，尤其在講求概念定

義明確而清晰的實證科學觀的支撐下，西方的知識經營乃建立在哲學家唐力權教授所稱

呼的「斷而再斷」的思維模式上面。讓我以強調量化的經驗實徵研究這樣一種甚富極端

性格的基本思維架構當例子來略加說明。這樣的研究策略，除了講究概念必須是定義明

確而清晰之外，尚要求概念必須轉換為可實際操作化的「變項」形式，最好是可以量化。

在此，我不去討論以強調可操作化的「變項」形式作為考察現象以及量化的操作所可能

具有的現實意涵，尤其可資批評的地方。我要提到的是，在從事這樣的經驗實徵研究過

程中，尚有的一個重要要求，即：就「變項」而言，其類型範疇必須是互斥且窮盡所有

的可能狀態。譬如，針對「教育程度」這個變項，當我們將之予以類型範疇化時，不能

使得某個人可以同時屬於兩個區類。這意思是說，我們只能以如底下的區類來從事分類：

未受任何教育的、受小學教育者、受國中教育者、受高中（職）教育者、受大學（與專

科）教育者、有碩士學位者、有博士學位或更高一層的資格者。基本上，依著這樣的分

類，所有的類別是互斥、不重疊的，而且總體合起來，窮盡了所有可能的情形。依照這

樣的法則，那麼同時考慮眾多的變項時，其情形就會有如樹木的分枝開岔一般地散了出

去。譬如，可以是女性、年齡在 20 至 40 歲之間、受過大學教育、已婚、居住在大都會、

職業是小學教師等等，總加起來，就代表著某一個特殊個體人作為「社會人」所具有的

特殊屬性範疇。類似這樣的類型範疇化反映的即是典型的「斷而再斷」思維模式；也就

是說，類型的分派必須符合西方邏輯學的基本要求，即：「A 與非 A 是互斥，沒有交集

的，而且也只能有此二類，二者的合集，即為全部」。於是乎，「斷而再斷」思維模式講

究的，首在肯定柏拉圖之「理念主義」的基本主張，即：任何概念反映的是有著實質本

性的事與物，是恆定的。難怪使用英文來表達，「本性」乃與「自然」是同一個字彙──

nature。隨即而來的是，我們需要根據這個本性來為事與物從事精確而清晰的定義。無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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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以這樣的方式來親近人的世界，其所彰顯的基本上是一種具排斥性的「非此即彼」

情況，不容有任何含混、曖昧、模稜兩可的情形發生的，否則就不合乎「邏輯」。  

 相對的，「斷而未斷」的思維模式是不一樣的。由於時間有限，我僅以孔子的代表著

作《論語》為例來說明。我們綜觀整本著作，不免可以發現，譬如，在論「孝道」時，

孔子從來就沒有像柏拉圖一樣強調具嚴格定義的概念，給予精確而清晰的定義，而總是

在不同場合、對不同的人，因應不同的需要，引舉不同具實作性的例子（或說法）來描

繪。倘若根據上述「斷而再斷」思維模式的理路來看，其中語義就可能有所矛盾、曖昧，

以至模稜兩可，既不精確也不明晰，難以具體捕捉著。但是換個角度來看，以這樣之「斷

而未斷」的方式來鋪陳概念，展顯的乃有如老子《道德經》所說之陰陽二象以「負陰抱

陽」的狀態相互涵攝並存一般，我們必須將兩個對彰的狀態同時加以考量，產生了《易

經》中所說之相剋並濟的搓揉摩盪功夫，才得以運用同理心、並以「體會」的方式來掌

握其意涵。因此，它所呈顯的典型情形毋寧地是，兩種被設定是對彰的狀態總是以對反、

但卻又相互涵攝的姿態不斷地進行著相互糾結衍生的永恆纏鬥，講究的是「尺寸的拿捏」。

譬如，當孔子說：「父母在，不遠遊，是為孝」時，怎樣才稱呼得上是不遠遊，那就得視

整個實際可能面對的狀況來拿捏了，中間是存有著很大的彈性空間的。相對的，上述之

「斷而再斷」的思維模式，則是肯確著「非此即彼」之二元互斥對彰的殊死爭奪狀態，

追求的是具絕對征服性的完全取代。總之，面對著這樣之相當殊異的認知模式，在「本

土化」過程中，無論就理解或詮釋我們自身的行為與社會現象，特別是針對傳統概念的

使用與解析來說，我們實在沒有理由忽視這樣之認知差異所可能引發的意義與隱藏於其

中的問題。 

 其次，當我們將焦點移到社會存有論的預設層面來審視，我們也會發現有著同樣的

認知差異的現象存在著。就讓我援引十七世紀霍布斯（Hobbes）以降之自由主義社會思

想所展顯的文化特質作為例子來略加闡述。稟承著柏拉圖的「理念主義」所開顯之強調

具「本質」性的「實在」（意指真實地存在著）作為認識事物的基礎，霍布斯肯定著滿足

人們的本能性慾望，特別是所謂的「自我保全的本能」（instinct for self-preservation），乃

是政治「共福體」（the Commonwealth）（或以現代的說法，即「社會」）所以構作的基本

促動要素。這樣的主張可以說是為當時正興起的資產階級意圖獲取社會認同以及保障其

謀取「利益」具正當性的一種具「背書」性質的論述。在日益茁壯之資本主義體制的加

持下，這樣一種意圖以偷渡方式來捍衛資產階級的社會心理學論述開展出來的政治（社

會）理論，即是強調所謂「持具個人」（possessive individual）有著「自然權利」（natural 

right）的自由主義。顯然的，這樣的主張不只是肯定著「實『在』（being）」，而是進而強

調著「實『有』（having）」，可以說是一種以具實質性之「有」（如擁有、持有、保有、

佔有、具有等等）作為標竿的世俗現世「實有觀」。即使針對著資本主義體制大加撻伐的

馬克思，追根究柢地看，也只不過是在這樣的「實有」世界觀之下另起爐灶而已。無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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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資本主義體制與科技發展意識的雙重加持下，這樣的「實有」世界觀連帶衍生出

來的，是今天許多社會所共同強調的一些「理念」，諸如積累、發展、成長、繁榮、進步

等等。我們從霍布斯之後的曼德維爾（Mandeville）、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與洛克

（Locke）等人的思想裡可以明顯地看出來。 

 基本上，上面所陳述的社會觀，並沒有絕對必然要涉及到整個論述的對錯或好壞的

問題。我之所以以最簡扼的方式來引述，只有一個用意，即：就近代西方社會思想的發

展脈絡來看，自由主義、資本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可以說是構成為整個西方社會學科論

述的核心基軸。當然，我們也可以將後現代主義一併地拿來討論，但是基於時間的限制，

在此就姑且懸而不論。就體現在當前現實世界裡的實際狀況來說，毫無疑問的，順著這

三種主義來審視可以說是有著一定的歷史貼切度的。但是單就人類文明顯然已面臨了危

機（如環境污染與破壞、資源的濫用、區域發展不平衡等等）這樣的感受而言，我們不

免可以進一步地追問，上述的「實有」世界觀是否有著值得嚴厲予以檢討的必要。若有，

那麼在宇宙世界觀上，我們需要以怎樣的社會存有論預設來開展另類的理論論述，無疑

的是不能迴避的課題。對我來說，來自東方以「無」（或「虛」與「空」）開展出來的「緣

便」搓揉摩盪觀，應當是深具啟發性的。事實上，早在二十世紀二零年代以後的一段時

間，深受龍樹之中觀的影響，日本京都學派西田幾多郎所提出深具「本土化」風格的「絕

對無」說法，即可以說是東方學者開啟了另類思維模式的最好例子。遺憾的是，經過兩

三代後，此一學派即顯得欲振乏力，難以為繼。 

 今天，我就說到此，底下的，就讓各位來賓動動腦，繼續來填補充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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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re Prerequisite Issue in the Indigenization of Social Research 

 

Chi-Jeng Yeh* 

 

Abstract 

 

The indigenization of social research involves not only the indigenization of concepts, that is, 

to adopt special concepts and phenomena (such as yuán and filial piety) that are uniquely born 

in the local area as the research object, but also the Weltanschauugen rooted in the local 

traditions. The basic point is to utilize such Weltanschauugen as a point of departure to re-

examine the epistemological and social (psychological) ontological presuppositions behind the 

mainstream Western discourse. Therefore, the deep root of the indigenization of social research 

is to touch on the philosophical-anthropological presupposition of human existence, in short, 

the fundamental problem of how to construct the basic images of human beings and society. 

Since the Western-based discourse framework has long been embedded as the dominant 

knowledge system with advantages, it is highly conditionized as an authentic model of realty 

construction which is always considered as a truth claim with value neutrality in the name of 

“scientific” (and “objective” as well). Under such a historical tempo, what we should pay the 

great attention at the first moment is rather to turn to explore the fundamental cultural-historicity 

embedded in Western social (psychological) thinking and discourses, which serves as the 

prerequisite of indigenization as far as the necessity of reconceptualization is concer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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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解讀「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的義理內涵 

 

王邦雄* 

 

摘要 

 

《易傳》這一句千古傳頌的名言，「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上下兩半句都以

「形」做為立論的基點，整句重心在「上下」的生命兩路，而給出「道器」的價值二分。

學術傳統「形而上」解為「形之上」，指謂的是生成萬物的天道，用以譯解西方哲學的第

一哲學。問題在「形而上」解讀為「形之上」，那下半句也只得隨順的解讀為「形之下」，

然而天地萬象皆有形，卻沒有「形之下」的存在物。由是而言，這一解讀顯然出了大問

題。實則，「而」可當「往」解，「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從人的存在處境

來說，是「心在形中」，從人的生命出路來說，是「心」引領「形」往「上」走的路，是

「道」行的路；「心」執著「形」往下走的路，是「器」用的路。心執著人物的形氣物欲，

也執著人間的名利權勢，心失去了當家做主的存在分位，反而成為形氣物欲與名利權勢

的工具，「心為物役」，甚至只問目的而不擇手段，「器用」墮為權謀算計，從孔子說「士

志於道」，也說「君子不器」，老子說「為學日益，為道日損」來看，道行的路才是光明

正大的路，器用的路則隨奔競權勢、爭逐名利的工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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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學會頒給我「思源學者」的終身成就獎，我愧不敢當，好像新生訓練般不知

要從何說起！因為這一個月來有兩、三篇文稿正趕著寫，所以大會通知現場要發表論文，

最好是書寫完整。我想，二十分鐘的報告還寫什麼論文呢？所以給出一紙沒有引據論證

的架構圖表，我拋出的論題是，我們要如何解讀《易傳》：「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

謂之器」這一句話，要如何重新來解讀？我每一回都站在既本土又思源的思路上說話，

也就給出我比較專注的論題，跟所有與會的學者做一場讀書心得的報告。再進一步說，

因為「思源」的「源」一定是「價值的根源」，加上「本土」的生命連結，也就是我們要

有一個自家的價值源頭，這樣活出一生才可能有生命的歸屬。價值的認同與生命的歸屬，

正好是「思源」跟「本土」兩相結合而不可分的學術進路。當前的台灣是很「本土」，但

「思源」的話，一定要問到價值的源頭，所以「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這

一句話，就是我們要去面對且研討蘊藏其間的義理內涵，以求站穩自己的腳跟，讓自家

的生命在形上之道的引導下，向上升越，而開啟行道人間的人生旅程。有位很天才的日

本學者，通過「形而上者謂之道」來翻譯西方哲學的形上學（meta-physics），那 meta-

physics 本意是物理學之後，就在安排亞里斯多德著作出版時，第一哲學排列在物理學之

後，那只是時間的先後，結果日本這個學者很有靈感創意，把它一轉而為形而上的先後，

它就是藏在物理現象背後的一個生成原理，一切存在之所以為存在的理據，以合理地解

釋萬物的存在。萬物的存在一定要給出合理的解釋，因為不合理就不存在了。所以用這

個存在之理來保證萬物的存在，而這個存在的理據就是「形上學」，他用「形而上者謂之

道」來翻譯 meta-physics，就是今天學界已約定而流通的所謂「形上學」。 

  問題在，你用的前半句話，那請問後半句話要如何說？前半說形上學理上可以成立

的話，那「形而下者，謂之器」該怎麼安頓它？要整句話解讀下來似乎有困難，大家都

習以為常把「形而上」解釋成「形之上」，那相對地「形而下」就得說成「形之下」了。

問題在，沒有「形之下」啊！天地萬物或人間萬象皆屬有形的存在，說天道生成有形的

萬物，而天道本來無聲無形，所以以「形之上」說天道，可以講得通，因為在這個有形

萬物之上有一個無形的形上本體，它是萬物存在的理論根據，那個理就在那裡，沒有理

據的話，萬物存在的基礎立即動搖。 

  今天要有所說，一定要回到「人」的身分來就是這個道理，通過人性來說人道的話，

人間最後的防線，就在人性本身，因為合理才存在。兩岸問題已經不是「中國」的問題

了，而是「人」的問題，因為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不見了嘛，那大家回到「人」的身分，

講「人」的哲學，問「人」的合理在哪裡，怎麼樣的人生才合理？人物合理、人間合理，

人生才活得下去，也才可能夠有未來可說。解讀這句話，問題就在得面對，「形而下者謂

之器」，要怎麼給出一個說法，總不能不明不白把它拋棄在歷史傳統的故紙堆中而不給

出合理的說法，因為人世間根本沒有「形之下」的存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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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聽牟宗三老師說，徐復觀先生發覺下半句講不通，做一個學人要怎麼辦，「形而

下」講不通，那我們講「形而中」，他說他要給出一個新的說法，不要講「形而下」了，

講「形而中」不就沒有問題了嗎？ 

  我想他的思考是既然把「形而下」說成是「形之下」是不合理的，那「形而上」說

是「形之上」也就有問題了。作為一個後代的學者，我們有一個使命，一定要合理地解

釋古聖先賢所留下的經書典籍的存在。形上學是在合理地解釋萬物的存在，我們作為一

個學者，面對文化傳統、面對幾千年，我們要合理地解釋經典的存在，讓經典活用於今

天，面對今天的問題，又解決未來的問題。「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孔穎

達的《正義》。說「先道而後形」，「先」是形上的先後；又說「道在形之上，形在道之下」，

「道在形之上」已涵蘊「形在道之下」，問題在「形而下者謂之器」要怎麼說？「形而下

者謂之器」似乎已被遺忘，大家只是合理地解釋「形而上者謂之道」，「道在形之上」與

「形在道之下」，只挑講得通的講，而「形而下者謂之器」怎能置之不理呢？我看不是被

遺忘，而是大家在講不通之下，無奈的選擇避開，反正大家都要「形而上」，都不要「形

而下」了。我覺得這句話要完整地且合理地解釋，要回到思想的源頭去尋求根源性的理

解。 

  我記得林安梧教授還在大一、大二的階段，我回到師大國文系做一場學術演講，我

的講題是「論儒道兩家的道」，就從「形而上」與「形而下」談起，我認為那個「而」字

可當「往」解，意味著生命的動向，人是萬物之一，所以我們是人物，但人不只是「形」，

人還有「心」。人性的尊嚴與高貴要通過「心」來說，我們的存在處境是無限的「心」落

在有限的「物」，「心」的自覺讓就是我們成為萬物之「靈」。此所以人有兩個身分，一個

是萬物之一，跟天地萬物一樣；第二個身分，人很獨特的，通過莊子在秋水篇一段寓言

的體會，人的「心」已開發出來，而萬物的心沒有開發出來，孟子說「人之異於禽獸者，

幾希」，人跟禽獸的不同就在人的心靈開發出來了。「心」在哪裡，就在形中，我們的心

就落在我們的形體中，無限的心要帶著有限的物，還得走入複雜的人間，去展開人生的

行程。人生路上的艱苦，不止在人物是有限的，且人間是複雜的！ 

  原來「形而上」與「形而下」，這個「而」可當「往」來講，這個形體是中性的，所

以我把它「形」放在圖表上下之間的位置。「而上」、「而下」的生命動向，不是「形體」

能擔負的事，而是心靈要去決斷的事。「上、下」從我們的心靈來說，心帶領著我們的形

體，是要往上走，還是往下掉？往上走就是「形而上者謂之道」的「道行」；往下掉就是

「形而下者謂之器」的「器用」。這個「器用」在人間太重要了，怎麼可以否定「器用」

的實用價值而說它是「下」呢？我們可從《論語》的義理來看，孔子說「士志於道」，又

說「君子不器」，意謂一個讀書人的用心所在，就在為天下人開路，開出一條依於「仁」

心，據守「德」行而走出來的大「道」，而不僅求自己的才氣顯發功用而已！所以「形而

下者謂之器」的「器」一定不是正面的意思，說它「下」，就是負面的意思，因為生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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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下走的。孔子還有一句很切當的話，所謂人生的路，是要往上升越呢，還是往下掉落

呢？孔子說：「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又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原來「心」

帶著「形」往上走「道義」的路，是生命往上升越而上達於「道」；若心帶著形往下走「功

利」的路，是生命往下掉落而下達於「器」。上下是價值的抉擇，言行以「義」為價值根

據，而走出的路是「道行」，言行以「利」為價值根據，而走出的路那僅是「器用」而已！

這是心「靈」的覺醒，為人處世當該如此。顯然，道行是「形而上」，而器用是「形而下」，

形體本是中性，上下是「心」做出存在的抉擇。我們再從道家來說，老子說「為學日益，

為道日損」，「為學」不是今天客觀化的知識學問，這個「為學」是負面的意義，因為這

兩句話在一起，「為學日益，為道日損」，關鍵在「損」，此「為道」所要減「損」的，一

定是為學所增「益」的，所以「為學」不是正面的意思。老子講「絕學無憂」，「絕學」

可以「無憂」，又講「學不學，復眾人之所過」，所學的是不學，可以救眾人之所過，足

見「學」明顯是負面的意義。所以要合理地解釋這一句話，依我的理解，「形而上者謂之

道」就先確定「形體」是在中性的存在，上半句我們的「心」帶著形體往「上」走的路

是謂「道行」。那還要解釋下半句「形而下者謂之器」，「上、下」是從「心」來說，不是

從「形」來說，我的詮釋系統就在「心執著物」，人的形「物」就有才氣，心知執著「才」

就會有優越感，執著「氣」就會有英雄氣，人際關係開始緊張，英雄氣會壓迫身邊的朋

友，優越感會看不起跟我們一起成長的同學，這一來的話人我之間就會失衡。心知不光

只是執著我們的形氣，心還執著人間街頭的名利權勢，那心就此沉墮為名利心跟權力欲，

心知執著名利，就是名利心，心知執著權勢，就是權力欲。心執著才氣，又執著名利權

勢，心執著人物的才氣，與人間的名利權勢。你執著它，等於你被它綁住；你抓住它，

等於被它套牢。此其結果是，主客易位而情勢逆轉。「心」本來是要當家作主，它要帶著

形體不斷地往上走，所以人生的方向只在：是「上」還是「下」，而不在東西南北。東西

南北再怎麼走你還是在原地打轉，不可能有突破，人生路上不管東西南北你都要往上走，

不能往下掉。心知在執著的狀態，心就不再是生命主體。儒家講道德主體，道家講生命

主體，心一起執著就不再是當家做主的「心」，心已轉變成「心為物役」的狀態，心執著

名利權勢，心反而成為名利權勢的工具，那麼人生就在人間這邊逆轉，本來想往上升，

反而往下掉。我如此這般的解釋了為什麼我們面對的世界會如此不堪，那可真讓人消受

不了的複雜！這樣一來，「心」反而為「物」所役，心本來是目的，現在往下掉，而變成

工具。這如同當代哲學所講的「價值理性」跟「工具理性」的上下二分，價值理性失落，

工具理性取而代之，當起家來。所以「心為物役」，心變成工具，此處所謂的「器用」也

不是價值中立的器用，已成為權謀算計的操作運用，陰謀詭計、權力操控都在其中。當

代的科技正好成為當權者的「器用」，所以人格獨立與人權自由的空間越來越被壓縮。所

以，通過道家的「心」來解讀最為貼切，心有「知」的作用而本質在「執著」，執著人物

與人間，心知執著，生命之氣就被禁閉，所謂一起往下掉就是生命沒有出路，所以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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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為道日損」。為什麼要「為道日損」？因為「為學日益」，「日益」的是心知所執著的

名利權勢，而名利權勢的奔競爭逐，會帶出「寵辱若驚」的驚恐，莊子〈齊物論〉說「樂

出虛，蒸成菌」，會有幻聽不定幻形無根，而生命陷於恐慌的情境。身為專家學者是比較

會有優越感，某些時候我們會自視甚高，對人間底層與社會大眾的同情反而是欠缺的。

所以我們要把「為學」所拖帶出來的傲氣與優越感解消，我們才會是做「為道日損」工

夫的一個真正的學者。 

  所以「為道」所「日損」的一定是「為學」所「日益」的，此所以道家認為的「為

學」所日益的就是「心知」的「知」，執著的「知」。人的心有知的作用，知的本質是執

著，這是我對道家思想很關鍵性的解讀。第二章所說的「知善知美」，是你把美善的價值

標準執定在自己的身上，就已是偏見，你一個人的「知」所執定的價值標準怎能代表全

球人類？決定什麼是美、什麼是善，更嚴重的後續動作，你又依據這個標準，責求天下

人符合你的標準，根本就是傲慢。人間的紛擾與人物的難堪，完全暴露無遺。就因為是

執著「知」，此其結果是「心」變成物欲的工具，你執著物，反而為物所役。所以道家一

定要從「知」進到「不知」，老子說「知不知，上；不知知，病」（〈七十一章〉）生命往

上走，「上」是肯定的價值論定；反之，從「不知」往下掉落為「知」，是從童年的「無

心天真」，在成長路上轉成新知執著的「知」，這一轉大事不妙矣，就說是「病」，而給出

負面的評價。心知執著帶出人為造作，所以「知」一定要解消而進到「不知」的層次，

才是生命往「上」走；由「不知」的天真掉落在「知」的世故，這是生命往下掉的「病」

痛。莊子也作如是觀，「知止其所不知，至矣。」這是〈齊物論〉的觀點；〈大宗師〉也

如斯說：「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講涵養工夫是從「知」進到「不知」，

這個「不」不是道家的反智論，這個「不」是超離「知」，意謂不要因執著而陷滯其中，

反而要解消「知」，超離「知」，通過莊子「心齋」與「坐忘」之「離形去知」的修養工

夫，是解消「心執著形」之「心」與「形」纏結在一起的病痛，現在把它拉開，從「形」

說叫離形，從「心」說就是去知，去知等同不知，也是在解消中超離的功夫休養。心回

歸心的自己，是謂「道心」。用「道心」來看人物、看人間，可以照現人間的真相與人物

的真情，所以它是一個實現原理，「不知」才是真正的知，「知」反而「不知」。「不知」，

「道」才開顯，「知」，「道」反而被「遮蔽」了。這個是老子跟莊子，他們講「為道」的

工夫修養，都從「知」進到「不知」，義理很清晰，也很嚴謹。我這一方面的思考，本來

是我自己幾十年來逐步形成的詮釋系統，後來我看到王船山的一句話大為驚歎，當然有

一點落寞傷感，我以為我這樣的解釋是我的創見，沒想到人家兩三百年前已經講出來了，

在《莊子解．人間世》如斯說：「知生于心，還以亂心。」，「知生于心」，故謂「心知」，

而「知」是執著，你執著太多你心就亂了、心頭亂紛紛，而且到最後，竟成了自我封閉

的意識形態，把標準訂在自己，責求天下人跟我一樣，跟我一樣的人都對，跟我不一樣

的人都不對。我們憑什麼說這句話？這不是當代最大的難題嗎？台灣的藍綠之間與兩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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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的路線問題、美國跟中國之間的競爭，不僅路線的歧異，根本是霸權之爭。所以我

說現在不要用國界來看，而要落在人性來看，人心直接面對人間紛擾、面對自然生態，

面對排碳過量與空氣污染等複雜難解的問題。怎樣的安排才可以得到合理的解決，甚至

要怎麼樣善待萬物，進而搶救地球。我認為人的心可以替天行道，亟須「形而上者謂之

道」的「道行」；而避開「形而下者謂之器」的「器用」。「形而下」是心執著形，生命往

下掉，「心」反而成為物欲的工具，這是生命價值觀的顛倒錯亂與生命存在的迷失與沉

落。由是而言，上下兩句都可以理解講通。 

  從孟子來講，「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從其小體」是形氣物欲當家，

是「形而下者謂之器」的器用；「從其大體」是「心」作主，是「形而上者謂之道」的道

行。再看「養其大者為大人，養其小者為小人。」，「養」是修養，「養其大者」是「養心」，

「心」是「良心」，良心做主是大人之行；反之，養其小者，是養物欲，「物欲」當家，

是為小人之行。儒家是「從其大體」，「養其大者」，如同道家是「知」進至「不知」，孟

子說：「先立乎其大」，又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心會在「物交物則引

之而已矣」的情境之下，隨物欲而去，心會流放出去，人性的覺醒再把心找回來，心做

主當家是「形而上者謂之道」，假定「心」放失的話，那就是「形而下者謂之器」的器用，

「心」由「道行」轉成「器用」，所以「道行」與「器用」的上下二分是「心」來決定的。

這樣的話，不只形上學可以講通，而且《易傳》是在孔孟老莊之後，我們用孔孟老莊作

為根源，來解釋在孔孟老莊之後的後起學人所解釋之《易傳》的義理內涵，也得到了合

理的解釋。我通過孔孟老莊的「思源」來看「本土」的「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

之器」，到底要如何理解，才能合理的解釋這句傳誦千古的名言。我只是把這句話講通

了，而且讓這句話不只「形而上者」的道行被我們信服接受，「形而下者」的器用落在今

天，我們要痛切省思，且引以為戒。人生的問題在人物有限的問題與人間複雜的問題，

都出在「心」成為「器用」的「工具理性」上，只問目的而不擇手段，失落了「心」本

來可以主導道行的價值理性，搶救理性的偏頗與失衡，進一步可以挽回地球沒有明天，

人類沒有未來的一場大悲劇。孔子說：「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也說：「先立其大者，

則其小者不能奪也」！人心呼喚自我，要在仁心覺醒的時候，永遠保持清理，也就是永

遠的當家做主，永遠地引導生命的走向，永遠的形而上，永遠地往天道升越。決不讓小

體當家，不放失自己的良心，不做名利權勢的工具。 

  說是講上十分鐘，沒想到鄉土情與文化心之啟動，前者本土而後者思源，好像講得

太長，謝謝頒給我這一獎座，也謝謝讓我有暢所欲言的空間，請與會的學人專家指教。 

  



 

22 
 

 

 

Revisiting the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s of “What is Prior to Physical 

Form Pertains to the Dao, and What is Subsequent to Physical Form 

Pertains to Concrete Objects” 

Pang-Hsiung Wang* 

 

Abstract 

"Yizhuan" is a famous saying that has been passed down through the ages. The saying, “what 

is above the metaphysics is called Tao, and what is below the metaphysics is called utensils". It 

provides two points of argument in the concept of "Tao Tool". Academic tradition explains 

"metaphysics" as "above of the form", referring to the way in which heaven generates all things, 

and forms the first 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 of Western philosophy. However, the problem 

of interpreting "metaphysics" as "above of the form" is that the second half of the sentence 

would then be interpreted as "below of the form". Yet everything in the world has a form and 

nothing exists “below of the form”. As such, a major issue arises. In fact, the concept "of" can 

be interpreted as "towards", so that "what is of the metaphysics is called the Tao, and what is of 

below the metaphysics is called the too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existence, it means 

"the heart is in the form". On the other h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way out of human life, 

it means that the "heart" leads the "form" towards the above. In other words, it is the way of 

“Tao”. The “heart” is intent on the downward path of “the form”, that is, the path of using the 

“tool”. The heart is obsessed with the lust and material desires of humans. It is also obsessed 

with worldly fame and power. Thus, the heart loses its position as master, and instead becomes 

a tool for lust, material desires and the desire for fame and power. "The heart has become a tool 

of the object”. It has even degenerated into mere political calculations where the end overrides 

the means. Confucius stated "A scholar, whose mind is set on truth…” and “the morally noble 

man is not a tool.” According to Lao Tzu, “Learning increases knowledge, Tao decreases 

desires”. Thus, the road of Taoism is the path to integrity while the road of utility is the path of 

struggle for power, fame and fortu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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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念減壓課程對大學生壓力、身心健康及幸福感之效果研究 

 

盧諺璋  羅家玲*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正念減壓課程對大學生壓力、身心健康及幸福感的立即與延宕效果。

以不等組前後測及追蹤測量之準實驗設計，以中部某大學 79 位大一學生為研究對象，

實驗組 39 名，延後處理組 40 名。實驗組成員接受為期八週，每週兩小時、以及額外六

小時的正念練習所構成之實驗處理；延後處理組則提供相關資訊外無接受處理。本研究

以「壓力知覺量表」、「一般健康量表」、「極短版中國人幸福感量表」進行前測、後測及

追蹤測量，所得資料採獨立樣本單因子共變數分析進行統計考驗。結論如下：實驗處理

對大學生壓力、身心健康及幸福感具顯著的立即效果及延宕效果，在壓力知覺方面、身

心健康方面及在幸福感方面，實驗組與延後處理組有顯著差異，實驗組的效果為壓力知

覺減低、身心健康與幸福感提升。本研究針對上述結果提出建議與教學反思，以供實務

與未來研究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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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大學生屬於青少年晚期的發展階段，隨著角色轉變而面臨到各種壓力源，如學校課

業與考試、人際關係、情感問題、生涯探索等，若欠缺足夠且有效的因應技巧，易適應

不良而出現各種問題（林郁馨，2016；李佳龍等人，2014；陳辭人，2016；黃中興、張

少熙，2016）。教育部（2005）年出版的大學生學習及生活意向調查中，39.95%的學生對

課業負擔感到壓力，北部、中部尤甚。而董事基金會（2012）調查中更指出有 18.7%的

大學生有明顯的憂鬱情緒。目前許多大學無論是情緒壓力調適課程，或諮商中心舉辦之

各種心理健康講座，都致力於教導學生習得情緒與壓力調適的知能，以舒緩大學生日漸

增加的身心壓力。而過去相關研究常聚焦於大學生因應壓力策略，包括：一、解決問題

策略（李金治，2003；劉玉華，2004；Kim & Seidlitz, 2002; Robbins & Tanck, 1978）。二、

情緒中心的因應策略（Kim & Seidlitz, 2002）。三、活動中心因應策略包括：運動（劉玉

華，2004）、聽音樂、閱讀、看電視等休閒活動（王美華，2006）、與同儕聊天（Evans & 

Kelly, 2002）、出外散心（Evans & Kelly, 2002）、喝酒（劉玉華，2004）等。四、消極逃

避因應策略包括：拖延（李金治，2003）。可見，大學生壓力因應策略甚多，若以正向方

式因應可適當緩和情緒甚至培養良好休閒，若以負向方式，如逃避壓抑、從事不良活動

策略，可能更消耗能量並衍生其他壓力事件造成惡性循環。而後來的壓力研究焦點不只

重視具體可見的行為策略，轉而逐漸探討內隱的認知歷程。 

Karademas 與 Kalantzi-Azizi（2004）指出壓力是個體與環境之相互影響，且面對壓

力是一連串評估的過程，評估的面向包含自我效能、威脅、挑戰與風險。人在面對客觀

環境中各種壓力源時，如何知覺與評估壓力源的歷程甚為重要，不僅影響主觀身心感受，

亦影響所採取的因應策略。而因應策略則影響人會如何感受自己與外在環境間的關係，

甚至對自己及生活的評價，在諸多壓力下，大學生的幸福感程度僅達中等普通、甚至偏低

的程度，可見尚有提升空間（王微茹，2007；王煒萱，2020；朱育萱，2011；馮觀富，2005；

蘇懋坤、張國康，2018）。壓力是個體在面對外在刺激時，經其認知評估後所知覺到一種內

外在失衡或威脅感，產生一種緊張狀態而造成不愉快或痛苦的感受。本研究界定之壓力是

指受試者在壓力知覺量表上的得分，壓力知覺量表在評量受試者對外在情境的主觀壓力感

受，受試者在量表上得分越高，代表其主觀感受到的壓力程度越高。而壓力知覺歷程可以

透過後天有效的學習與訓練，以促進壓力調適。 

目前大學有關情緒與壓力課程，大多是認知教導如何因應壓力調適的知識內容，使

學生理解壓力因應心理機制，但若缺乏實務操作，恐仍難有效及正確的運用，亦即，若

能將認知與行為練習結合可能更具學習效果。而本研究擬提供學生可具體操作與經驗的

課程，讓學生從壓力知覺、身心健康與幸福感的角度探討學習效果。身心健康包含四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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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面：身體反應（Somatic Symptoms）、焦慮與失眠（Anxiety and Insomnia）、社交障礙

（Social Dysfunction）、以及嚴重沮喪（Severe Depression）。幸福感是對生活品質的主觀

評鑑，包含了高昂的正向情緒，以及對整體生活滿意的主觀感受（陸洛，1998）。幸福感

係指受試者在極短版中國人幸福感量表上的得分，極短版中國人幸福感量表測量的向度

包括自尊滿足、人際關係、物質滿足、工作成就、樂天知命、活得比他人更好、自我掌

控與理想實現、短暫的快樂、健康等。故本研究包含負向與正向的心理指標。 

在諮商與心理治療的領域中，針對壓力的心理處遇，長期以行為學派模式或技術最

具有治療效果。當前行為學派產生的一股「第三浪潮」（the third wave）的新趨勢，雖仍

強調具體行為的實證原則，但著重於心理現象的情景與功能，而非僅行為的形式。更強

調情景與經驗性的改變策略，且傾向尋求更廣泛、更靈活、更有效的技能，以協助臨床

心理師與當事人一同審視身心與問題的關聯性（Hayes  et al., 2004）。正念減壓

（Mindfulness-Based Stress Reduction）（Kabat-Zinn, 1982）、正念認知治療（Mindfulness-

Based Cognitive Therapy）（Segal et al., 2002）即在此波浪潮下因運而生，成為當前最普

遍使用的介入模式。而正念相關研究隨之如雨後春筍湧現，研究範疇已跨出原本行為醫

學與身心學的範圍，而延伸至教育、心理、社會科學等領域，並以認知治療、健康心理

學、及神經科學等領域等範疇為大宗，其中神經科學領域更有許多實證研究與論述，提

及正念如何改變壓力的生理機制、以及正念對於大腦結構的正面影響，相關研究大量增

加甚至開始創立正念研究的期刊（張仁和，2019）。長時間正念練習能促使大腦產生健康

的變化，如：促使大腦中調節正向情感和情緒調節的左前額葉區域的活動明顯增加；亦

影響大腦的神經可塑性（neural plasticity），減少處理恐懼與攻擊的杏仁核區域過度活化

所致的情緒性行為（吳治翰等人，2019；Davidson et al., 2003）。 

目前正念治療課程相當風行，常被關注的是正念技巧練習效果，較少探究正念的哲

學觀，其乃以原始佛教經典中有關從觀照身、受、心、法四念處的止觀禪修練習中獲得

禪定，並從中理解生命的真理與現象變化的法則，進一步體認個人痛苦的歷程與生命存

在的意義。國內外針對大學生的正念治療應用之研究的益處也大多聚焦於個人身心煩惱

痛苦的助益，在降低壓力、增加適應能力、提升自我效能感等方面皆顯示正向結果（洪

培真，2017；胡君梅、吳毓瑩，2013；郭淑慧，2018；陳冠益，2019；黃鳳英，2017；

趙揚媛，2015；羅綉語，2016；Mermelstein & Garske, 2015; Ramler et al., 2016 ; Shearer 

et al., 2015），且無論從量化及質化的文獻分析中皆獲得支持（Bamber & Schneider, 

2020;O’Driscoll et al., 2017），而實施正念的形式包含正念治療團體（游佳琪，2020）、正

念同儕團體（Danilewitz et al., 2016）、正念瑜珈（王素敏，2015）、禪定經驗探究（陳湘

菁，2015），皆對幸福感提升有所助益，而正念對大學生知覺教師正向領導與幸福感間具

有中介效果（蘇筱婷，2017），並能有效協助面臨高壓力的醫學系學生（Erogul et al., 

2014;Phang et al., 2015）及護理系學生（Song & Lindquist, 2015; White, 2014），且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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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鬱症、暴食症及酗酒情形的有明顯減緩的效果（McIndoo et al., 2016；Mermelstein & 

Garske, 2015）。基於預防勝於治療原則，值得在大學期間教導大學生學習，並探討課程

的效益。本研究的正念減壓課程係依據 Kabat-Zinn（1990）建立的正念減壓（MBSR）

作為團體的基本架構，故本團體的結構與 MBSR 相同，係為八週團體與額外六小時的正

念練習。在正念練習方面，除了 MBSR 的主要練習，例如：身體掃描、生活正念練習、

正念瑜珈之外，另加上由英國的 John Teasdale、Mark Williams 與加拿大的 Zindel Segal

所發展之正念認知治療（MBCT）的練習內容，例如：三分鐘呼吸空檔、覺察一個困難

經驗。在團體活動方面，則係參考 MBCT 的內容，例如：想法與感覺的想像練習、建立

未來練習模式。而本文所稱團體即以原任課之大一班級學生為對象。 

綜上所述，本研究將探討：以正念減壓（Mindfulness-Based Stress Reduction,簡稱

MBSR）為基本架構，並加入部分正念認知治療（Mindfulness-Based Cognitive Therapy,簡

稱 MBCT）內涵的正念減壓課程共八週，融入於研究者的生命教育課程的「情緒與靈性

發展」單元中，以探討對大學生壓力、身心健康及幸福感的立即與延宕效果，並做為教

師教學的參考。根據上述，本研究之研究問題為： 

一、正念減壓課程對大學生在壓力、身心健康、幸福感的立即效果為何？ 

二、正念減壓課程對大學生在壓力、身心健康、幸福感的延宕效果為何？ 

 

貳、文獻探討 

 

Kabat-Zinn（2003）將正念（Mindfulness）定義為一種特殊的心智專注模式，乃個體

有目的性地聚焦於此時此刻的經驗，且不帶任何批判地如實觀察當下的經驗。在此種專

注狀態之下，可提升個體的後設認知及自我觀察的能力（Allen et al., 2006），進而產生一

種鬆動信念、思考及情緒心智模式的心理作用，使個體能以不同的距離及更彈性與寬廣

的角度來看待個人內在事件與當下經驗。 

由於身體生理與心理情緒感受相互影響，透過正念治療課程能在生理上的正向影響

包括提升身體敏感度與疼痛適應力、改善睡眠品質、促進身體健康（林志祥，2006；張

文光，2012）；在心理上的正向影響包括提升心理健康、降低心理症狀與情緒反應、提升

行為管理能力、提升心理彈性、提升對情緒狀態的覺察與辨識、減少負面情緒與降低他

人評價等（張文光，2012；Woo & Hee, 2010），而團體結束後正念特質的提升亦能對身

心健康產生正向的影響（Brown & Ryan, 2003）；產生更有適應性的行為、更建設性的行

動、壓力情境下更有效的因應模式等（Bränström et al., 2011），故正念減壓課程對個體的

身心健康能產生良好的影響或效果。 

事實上，正念乃源於東方文化中的佛教修行方法，在國內以靜坐（mediation）或禪

修（Zen mediation）稱之。正念靜坐課程有助於提升大學生的學習效能、專注力及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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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何海鶄，2015）。針對憂鬱症成人患者能舒緩症狀、提升心智專注覺察與自我監控

覺察，並降低憂鬱程度（何曉嵐，2011）。以 16 位大學生為研究對象，對大學生的特質

焦慮與整體焦慮具有立即輔導效果（盧映伃，2013）。乳癌患者接受 MBSR 團體、以及

為期一日的靜觀練習，參與者在憂鬱及生活品質中的生理範疇和追蹤測量，在憂鬱及生

活品質中的生理及心理範疇方面有顯著改善（黃佑寧，2013）。Isbelle 與 Parker（2006）

以 14 位大學生的 MBSR 團體研究顯示，可協助其降低壓力與焦慮的程度；探討兩種以

正念為基礎的壓力管理團體對 44 位大學生在壓力、反芻思考、寬恕與希望感的效果明

顯（Oman et al., 2008）；對 66 名高年級醫學院學生實施正念練習，有助於高年級醫學院

學生降低壓力與焦慮的程度（Warnecke et al., 2011）；探索對 16 位護理系大學生的八週

MBSR 團體效果而言，在焦慮的程度上有顯著降低，且課程後的正念練習與所獲得的效

果呈現正相關（Beddoe & Murphy, 2004）。上述可見，即使研究人數不多，都趨向正改

善。 

除了負向指標外，正念練習亦具有提升正向心理素質的效果，幸福感即是其一（蕭

淑穗，2007）。陸洛（1998）認為幸福感代表著個體對生活的整體滿意感，來自於人類評

估過去一段時間的生活後所得到的整體感覺，它是一種持續的正向力量。幸福感的產生

包括需求滿足或生活目標的達成（Holahan, 1988），個人對於事情的看法、處事態度與反

應方式呈現穩定的狀態（Costa & McCrae, 1980）。判斷理論認為個體的幸福感來自於其

過去的生活經驗、價值觀、或是與他人的生活狀態或自己理想的生活目標所比較後的結

果（Rim, 1993）。動力平衡理論認為幸福感是由人格特質與生活事件的交互作用而產生。

幸福感會受到人格特質的影響而呈現出穩定、平衡的狀態，但若生活中發生特殊事件時，

其幸福感將隨之改變（Headey & Wearing, 1989）。 

許多研究探討正念治療團體對幸福感的影響或效果，除社區成人在正念及幸福感能

有所提升外（Carmody & Baer, 2008;Orzech et al., 2009），亦可提高社交焦慮患者主觀幸

福感（Jazaieri et al., 2012; Isbelle & Parker, 2006）；De Vibe 等人（2013）以 288 名心理系

與醫學系學生為研究對象，受試者在心理上的煩擾上呈現中等效果，並在主觀幸福感與

正念向度中的「不直接反應」（non-reacting）呈現微小的效果，然而，顯著效果僅存在於

女性受試者中，有陳述其課業壓力有所降低者以及正念向度中「不評斷」向度有所提升

的受試者，這些受試者在心理上的煩擾、課業壓力、主觀幸福感與正念等向度均呈現出

顯著的正向改變，其效果可能與實施人數量多有關。Brown 等人（2009）的研究也發現，

正念的程度越高，其幸福感程度也會越高。Orzech 等人（2009）的研究亦然。Carmody

與 Baer（2008）指出正念治療團體中規律的正念練習將能促進正念與幸福感的提升，研

究者曾針對負傷諮商人員的正念研究亦顯示，持續練習的重要性。故由正念練習的心理

機制而言，可綜整為：負面思考習性的鬆解、情緒調節態度與能力更佳、日趨自在和同

理的人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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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 

 

（一）實驗設計。研究者以個人授課的班級學生為實驗組，另一同年級、同系別學生為

控制組，採準實驗研究法之不等組前後測及追蹤測量實驗設計。實驗組進行為期

八週的實驗處理，每週一次、每次兩小時，延後處理組則不接受任何實驗處理，

但徵求有興趣者予以壓力與情緒之課程，以介紹正念減壓。實驗組與延後處理組

成員皆在團體開始前兩週、團體結束後一週以及團體結束後兩個月接受「壓力知

覺量表」、「一般健康量表」、「極短版中國人幸福感量表」之測量，以分別作為實

驗處理的前測、後測與追蹤測量。實驗設計如表 1： 

 

表 1 

實驗設計表 

組別 前測 實驗處理 後測 追蹤測量 

實驗組 O1     X  O2    O3 

控制組 O4   O5    O6 

X：實驗處理，進行八週正念減壓課程及額外六小時的正念練習 

O1：實驗組參加課程前兩週內進行前測 

O2：實驗組在課程結束後一週內進行後測 

O3：實驗組在課程結束後兩個月進行追蹤測量 

O4：延後處理組在課程開始前兩週內進行前測 

O5：延後處理組在課程結束後一週內進行後測 

O6：延後處理組在課程結束後兩個月進行追蹤測量 

 

（二）研究變項 

1. 自變項。本研究之自變項係為研究者實驗操弄的變項，即實驗組成員接受為期八

週、一共八次、每次兩小時的正念減壓課程，及額外六小時的正念練習。 

2. 依變項。 

（1）壓力：受試者在「壓力知覺量表」上的得分，得分越高，表示受試者的壓力程度越

高。 

（2）身心健康：受試者在「一般健康量表」上的得分，得分越高，表示受試者的身心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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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程度越不佳。 

（3）幸福感：受試者在「極短版中國人幸福感量表」上的得分，得分越高，表示受試者

的幸福感程度越高。 

3. 控制變項。 

（1）統計控制：採用單因子共變數分析之方式，以實驗組和延後處理組在每個依變項上

的前測分數作為共變量，排除掉因前測的不同而影響到的結果差異，進而能夠比

較兩組之間的得分差異，以了解實驗處理的效果。 

（2）性別與年級：實驗組與延後處理組分別為大一的甲班和乙班，兩組的年級和男女比

例相近。 

（3）場地與時間：每次團體的場地和時間均維持不變，配合課程內容使用大型團體諮商

室，行禪則使用校內草坪。其他生命教育課程則於一般教室上課。 

 

二、 研究對象 

 

（一）試探性研究對象。研究招募對象來自於中部某大學的學生，一共招募到五名學生

作為研究對象。為期六周，每次兩小時。主要試探課程結構與進行方式的適當性

與可行性。 

（二）正式研究對象。實驗對象為研究者授課之中部公立大學大一學生選修本系「生命

教育」課者，甲班學生為本研究設計之實驗組，乙班學生為延後處理組。實驗組

學生參與正式團體及額外六小時的正念練習、以及進行研究量表之前後測與追蹤

測量，延後處理組學生未有一人報名，故僅進行研究量表之前後測與追蹤測量。

實驗組成員共 39 名，延後處理組成員共 40 名。本研究所蒐集之有效資料共為：

實驗組 33 名、延後處理組 33 名。 

 

三、研究工具 

 

（一）壓力知覺量表。Cohen 等人（1983）所發展出的壓力知覺量表（Perceived Stress 

Scale, PSS），經國內學者初麗娟於 2005 年取得其授權，並予以翻譯而成為中文

版的壓力知覺量表。此量表共有 14 題，主要在評量受試者對於外在情境的主觀

壓力感受程度，並採用 Likert 五點量尺（0-4 分）計分，其中第 4、5、6、7、9、

10、13 題為正向敘述之題幹，須反向計分，量表的分數越高則代表受試者主觀

感受到的壓力程度越高。Cohen 等人（1983）指出，壓力知覺量表的題目淺顯易

懂，只要受試者具備高中以上的教育程度即可，因為此量表旨在能夠適用於廣大

的一般社會大眾。此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的考驗來自三組樣本─奧勒岡大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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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組大學生、以及一組社區大學戒菸方案的參與民眾，內部一致性 Cronbach’ s α 

係數分別為.84、.85 與.86，再測信度則為.85。 

（二）一般健康量表。一般健康量表（General Health Questionnaire, GHQ）是由張玨（1987）

翻譯並修訂 Goldberg 與 Hillier（1979）所發展之一般健康量表而成，主要用於了

解個體最近一個月來的身心健康狀況。量表內容共有 28 題，分成生理症狀

（somatic symptoms）、焦慮與失眠症狀（anxiety and insomnia）、社會功能障礙

（social dysfunction）及嚴重憂鬱症（severe depression）四個向度，每個分量表共

有七個題目，計分方式採取李克特式五點量表，題目反應選項為「完全沒有」、

「比往常少」、「與往常一樣」、「比往常多」及「比往常較多」，計分依序為 1 分至

5 分，加總各題項之得分，受試者在量表上的得分愈高，則表示其身心越不健康。 

信效度考驗方面，王佩玲（1987）以國中生為研究對象，根據其作答結果進

行因素分析，並採取最大變異正交轉軸，得到與原量表一致的四個因素，分量表

之內部一致性係數介於.84 至.92，總量表之 α 值為.95。蔣桂嫚（1993）以高中生

為研究對象，將量表進行項目分析，結果得到各題項之決斷值介於 5.56 至 17.86

之間，均達.001 之顯著水準，且各分量表之 α 係數則介於.47 至.72，總量表之 α

值為.81。 

（三）極短版中國人幸福感量表。中國人幸福感量表（極短版）是由中國人幸福感量表

發展而來。中國人幸福感量表是由陸洛翻譯牛津幸福感量表（OHI）28 題，再加

上施建彬自編之本土幸福感來源 20 題而形成一共 48 題的量表（施建彬，1995）。

此量表共有 10 題，採用 Likert 四點量尺計分，分數範圍為 0 至 3 分，量表中的

語句使用正向陳述句，主要在評量正向情感與生活滿意度。測得之總分即個人的

幸福感指數，總分越高者表示個人整體的幸福感越高，得分在 10 分以上者，表

示個體對於幸福感具備正向態度，得分在 20 分以上者，表示個體對於幸福感具

備強烈程度的正向態度。 

此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 Cronbach’ s α 係數為.95，再測信度為.66，效度方

面兼具內容效度與效標關聯效度（施建彬，1995），經過後續的實證研究，此量表

亦得到良好的信效度（巫雅菁，2001；劉敏珍，2000）。陸洛進一步於 1996 年以

494 名社區民眾為研究對象，編製出一共 20 題的中國人幸福感量表（簡短版），

整體量表內部一致性信度 Cronbach’ s α 係數為.92，與中國人幸福感量表的相關

係數達.97。Lu 和 Lin（2003）再以 225 位大學生為研究對象而編製出一共 10 題

的中國人幸福感量表（極短版），整體量表內部一致性信度 Cronbach’ s α 係數為.91，

與中國人幸福感量表的相關係數達.97。 

由於幸福感是長期而穩定的認知和情緒狀態，因而使受試者根據其「最近三

個月」的狀況來填答，然而，本研究因測量上的限制，需在實驗處理後一個月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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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後測的測量，經中國人幸福感量表編製者陸洛同意後，將量表指導語中的「最

近三個月」改為「最近一個月」。 

 

（四）團體領導者。二位研究者除具備諮商學術與實務知能外，皆具有多年內觀禪修，

並接受四至六次正念治療訓練的相關經驗。當時國內尚未有 MBSR 及 MBCT 的

師資培訓，故由國內首位具備 MBSR 訓練師資格的教授同意協助確認課程內容、

教材及錄音檔和技術培訓等。研究者擔任本課程授課教師角色，詳細說明研究目

的及實施歷程，且表明練習不列入成績計算。同時協同研究者為正念協同教練，

且回應學生練習心得與困惑，以不影響研究者的成績評量，減少受試者可能的心

理期待或壓力，但授課練習過程及團體討論等由兩位研究者共同執行觀察與討論。 

 

三、 研究團體方案 

 

研究者依據正念減壓治療之架構與內容並參考正念認知治療之活動及練習，再參閱

正念治療的相關書籍與文獻，設計一為期八週的正念減壓課程，如表 2，使課程之設計

符合 MBSR 及 MBCT 的理念和精神，期望能協助本研究之實驗組受試者舒緩壓力、提

升身心健康與幸福感。 

 

（一）試探性研究減壓課程結果。試探性研究課程期間，研究者接受督導與修正如：1.

課程加入 MBCT 的活動與練習，以提升成員對於正念的應用性；2.減少回家練習

的份量，以提升成員回家練習的執行力；3.為提升正式減壓課程之效度與品質，

針對此方案進行專家審核，邀請國內三位在正念治療實務上有豐富經驗之專家，

一位正念學者專家、一位受訓後之正念課程帶領者、一位出家師父兼專家協助進

行審核工作。4.修正與增加原先編制的正念手冊，提供學生配合課程進度閱讀、

練習與思考。根據專家審查的意見進行修正，而成為本研究之正式研究團體方案，

其大綱如表 2。 

 

表 2 

正式研究正念課程方案大綱 

團體次數      單元名稱 單元目標 單元活動摘要 

一 與葡萄乾重新

相遇 

1. 建立安全、開放、接納的團體

氛圍 

2. 說明團體主題、內容與進行

方式 

1. 說明團體主題、性質、目的與進行方

式 

2. 訂定團體規範 

3. 吃葡萄乾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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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訂定團體規範與目標 

4. 體驗同在模式 

 

1. 學習以正念來覺察身體 

2. 學習以正念來面對練習時身

心上的阻礙 

 

1. 覺察想法與情緒之間的連結 

2. 覺察練習中的反芻思考，並

學習將心念從反芻思考中帶

回當下 

 

1. 覺察身體的動作與知覺 

2. 學習以正念停留在當下的經

驗 

 

 

1. 學習以正念來面對困難經驗 

2. 學習「接納」的態度 

 

 

 

1. 覺察細微的身體動作與知覺 

2. 學習將練習中出現的想法視

為一個內心事件 

 

 

1. 培育慈悲與愛的能量 

2. 探索生活中具有滋養效果的

事物，豐富自我照顧的方式 

 

 

 

1. 回顧與整理這幾週的課程與

4. 正念覺察練習 

5. 身體掃描（簡單版）練習 

6. 回家練習說明 

1. 正念覺察&十分鐘呼吸練習 

2. 回家練習討論 

3. 身體掃描（完整版）練習 

4. 回家練習說明 

1. 正念覺察&十分鐘呼吸練習 

2. 回家練習討論 

3. 想法與感覺的想像練習 

4. 呼吸、身體、聲音及想法練習 

5. 回家練習說明 

1. 三分鐘呼吸空檔練習 

2. 回家練習討論 

3. 站立瑜珈練習 

4. 呼吸、身體、聲音及想法練習 

5. 回家練習說明 

1. 正念覺察&聽與看的練習 

2. 回家練習討論 

3. 行禪（初階版）練習 

4. 覺察一個困難經驗練習 

5. 回家練習說明 

1. 三分鐘呼吸空檔練習 

2. 回家練習討論 

3. 行禪（進階版）練習 

4. 覺察一個困難經驗練習 

5. 回家練習說明 

1. 三分鐘呼吸空檔練習 

2. 回家練習討論 

3. 探索情緒預警訊號 

4. 探索生活中滋養性活動 

5. 慈心禪練習 

6. 回家練習說明 

1. 三分鐘呼吸空檔練習 

 

 

二 

 

 

身體報馬子 

                  

 

 

 

三 愛講話的心 

，不停播放的

錄音帶 

  

  

四 

 

 

 

 

五 

 

 

 

 

六 

偵探─自動化

模式的出現 

 

 

 

隨順不舒服的

感覺 

 

 

 

細緻與包容的

心 

 

 

 

七 

 

 

 

 

 

八 

 

培 養 愛 的 能

量，好好照顧

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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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小時 

正念練習 

邁開步伐─做

自己生活的主

人 

體悟 

2. 規畫未來正念生活的計畫，

找出理由來支持練習 

 

2. 回家練習討論 

3. 身體掃描（完整版）練習 

4. 探索支持自己練習的理由、並建立未

來的練習模式 

5. 結束團體&慈心禪練習 

帶領成員反覆進行下列幾項正念練習：身

體掃描、行禪、正念覺察、三分鐘呼吸空

檔、呼吸、身體、聲音及想法練習、正念

瑜珈。 

 

五、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的量化資料為實驗組與控制組在「壓力知覺量表」、「一般健康量表」、「極短

版中國人幸福感量表」的前測、後測與追蹤測量分數，皆以 SPSS17.0 統計套裝軟體進

行資料處理，資料分析方法採獨立樣本單因子共變數分析，以兩組的前測分數作為共變

量，後測與追蹤測量分數作為變異量，分別進行統計分析，各項統計考驗之顯著水準皆

定為 α =.05，以觀察實驗處理的立即與延宕效果。 

 

六、研究限制 

 

（一）研究對象。研究對象僅限於研究者授課之大一學生，故無法做到完全隨機取樣，

且樣本在研究推論上只能推估母群體，無法用來解釋其他樣本，研究結果無法推

論於一般招募性的團體效果。 

（二）對控制組處遇的限制。本研究之研究設計為對實驗組進行團體處遇，而對延後處

理組原本預計與追蹤測量結束後一個月，擬以團體的方式進行處遇，但在團體招

募時遇到困難，最後僅一人報名團體，故施以正念講述性課程而對延後處理組之

處遇無法實施，但以同質的另一班學生之評量結果作為對照。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章在探討實驗組與延後處理組在後測分數及追蹤測之差異情形，藉此了解實驗處

理之立即效果與延宕效果。本研究以「實驗處理」為自變項，以「壓力知覺量表」、「一

般健康量表」、「極短版中國人幸福感量表」為依變項，統計方法採用獨立樣本單因子共

變數分析（α 值定為.05），以上述量表之前測分數為共變量，排除前測差異的影響，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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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考驗本研究之假設。 

 

一、兩組受試者在壓力知覺量表之差異分析 

 

（一）兩組受試者在壓力知覺量表得分的比較。實驗組與延後處理組於後測之調整前平

均數分別為 24.45 與 28.79，兩組之標準差分別為 7.09 與 8.04（如表 3），顯示出

實驗組在接受正念減壓課程之後，其壓力感受低於延後處理組。實驗組與延後處

理組於追蹤測之調整前平均數分別為 23.42 與 27.00，兩組之標準差分別為 5.72

與 6.30（如表 3），顯示出實驗組在接受正念減壓課程後兩個月的追蹤測量上，其

壓力感受低於延後處理組。為進一步了解兩組之差異情形是否達顯著水準，以推

論實驗處理之效果，乃進行共變數分析。 

表 3  

兩組受試者在後測及追蹤測「壓力知覺量表」得分之平均數、標準差 

組別 調整前平均數 標準差（sd） 調整後平均數 

實驗組-後側（n=33） 24.45 7.09 25.02 

延後處理組-後測（n=33） 28.79 8.04 28.23 

實驗組-追蹤測（n=33） 23.42 5.72 23.73 

延後處理組-追蹤測（n=33） 27.00 6.30 26.69 

 

（二）迴歸斜率同質性檢定。以受試者在壓力知覺量表的前測分數為共變量，組別為固

定因子，無論是以「後測分數」或「追蹤測分數」為依變項，進行迴歸斜率同質

性檢定，結果顯示組別與前測的交互作用在壓力知覺量表皆未達統計顯著（以後

測為依變項 F = .06，p > .05，以追蹤測分數為依變項 F = 2.53，p > .05）（如表 4），

即符合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的假定，可繼續執行共變數分析。 

 

表 4  

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檢定摘要表─壓力知覺量表後測及追蹤測分數 

變項來源 SS DF MS F p 符合同質性檢定（v） 

壓力-後側       

組別*前測 1.87 1 1.87 .06 .81 v 

誤差 1913.75 62 30.87 
  

  

壓力-追蹤測       

組別*前測 69.83 1 69.83 2.53 .12 v 

誤差 1708.72 62 2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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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共變數分析。無論在組間（實驗處遇）「效果考驗」或在組間（實驗處遇）「延宕

效果考驗」上，在共變項（前測分數）效果考驗部分，壓力知覺量表（效果考驗

F = 57.88，p < .05、延宕效果考驗 F = 18.97，p < .05）（如表 5）皆達到顯著，顯

示前測分數確實對依變項產生影響，故採取共變數予以控制，以減少誤差變異量。 

在控制後，在組間（實驗處遇）「效果考驗」，壓力知覺量表（F = 5.54，p < .05）

（如表 5）達到預設的.05 顯著水準，效果值（淨相關 eta 平方）為.08，在組間（實

驗處遇）「延宕效果考驗」，壓力知覺量表（F = 5.06，p < .05）（如表 5）達到預設

的.05 顯著水準，效果值（淨相關 eta 平方）為.07。根據 Cohen（1988）提到的效

果值判定標準，淨相關 eta 平方在.059~.131 屬於中度效果量。據此統計考驗結果，

應拒絕虛無假設，即研究假設 1-1「實驗組與延後處理組在『壓力知覺量表』總

分的後測分數有顯著差異」、及研究假設 1-2「實驗組與延後處理組在『壓力知覺

量表』總分的追蹤測分數有顯著差異」獲得支持。本項統計考驗結果顯示，在排

除前測差異的影響後，相較於未接受正念減壓課程之延後處理組成員，接受此方

案之實驗組成員在壓力知覺量表上的得分有顯著下降，亦即正念減壓課程對成員

壓力感受之影響具有顯著的立即效果及延宕效果。此研究結果與過去相關研究結

果相符合（Isbelle & Parker, 2006）。 

 

表 5 

共變數分析摘要表─壓力知覺量表後測及追蹤測分數 

變項來源                                   SS DF MS F 效果值（partial eta²） 

壓力-後測           

共變項（前測） 1760.07 1 1760.07 57.88*   

組間（實驗處遇） 168.397 1 168.397 5.54* 0.08 

誤差 1915.63 63 30.407     

總數 50759 66       

壓力-追蹤測           

共變項（前測） 535.51 1 535.51 18.97*   

組間（實驗處遇） 142.69 1 142.69 5.06*         0.07 

誤差 1778.56 63 28.23     

總數 44478 66       

*p < .05; **p < .01; ***p < .001 

註：partial eta²代表 partial eta squ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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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念治療研究指出，規律的正念練習可使個體更有效能的因應壓力，如習得有效的

壓力因應技巧、改變壓力因應的風格、以及改變面對壓力時的觀點等。Bränström 等人

（2012）探討正念治療團體對癌症病患之壓力的延宕效果，其研究結果指出，該正念治

療團體在壓力的向度上並未具有延宕的效果，而效果無法延宕之最可能原因在於，團體

結束後僅有少部分的受試者有規律的進行練習，經調查發現，團體結束後有持續練習者

僅占團體總人數的 38%，也就是一半以上的成員在團體結束後皆未持續進行正念練習。

如此看來，團體結束後的持續練習可能是壓力向度是否具延宕效果的重要因素。 

 

二、兩組受試者在一般健康量表之差異分析 

 

（一）兩組受試者在一般健康量表得分的比較。實驗組與延後處理組於後測之調整前平

均數分別為 34.88 與 44.61，兩組之標準差分別為 13.96 與 17.09（如表 6），顯示

出實驗組在接受正念減壓課程方案之後，其身心健康程度較延後處理組為佳。實

驗組與延後處理組於追蹤測之調整前平均數分別為 27.82 與 40.52，兩組之標準

差分別為 18.40 與 20.11（如表 6），顯示出實驗組在接受正念減壓課程方案後兩

個月的追蹤測量上，其身心健康程度較延後處理組為佳。 

表 6  

兩組受試者在後測及追蹤測「一般健康量表」得分之平均數、標準差 

組別 調整前平均數 標準差（sd） 調整後平均數 

實驗組-後測（n=33）  34.88  13.96 36.24 

延後處理組-後測（n=33）  44.61  17.09 43.25 

實驗組-追蹤測（n=33）  27.82  18.40 29.22 

延後處理組-追蹤測（n=33）  40.52  20.11 39.12 

 

（二）迴歸斜率同質性檢定。以受試者在一般健康量表的前測分數為共變量，組別為固

定因子，無論是以「後測分數」或「追蹤測分數」為依變項，進行迴歸斜率同質

性檢定，結果顯示組別與前測的交互作用在一般健康量表皆未達統計顯著（以後

測為依變項 F = 2.21，p >.05，以追蹤測分數為依變項 F = .02，p > .05）（如表 7），

即符合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的假定，可繼續執行共變數分析。 

表 7  

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檢定摘要表─一般健康量表後測分數 

變項來源 SS DF MS F p 符合同質性檢定（v） 

身心健康-後測       

組別*前測 368.05 1 368.05 2.21 .14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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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差 10344.53 62 166.85 
   

身心健康-追蹤測       

組別*前測 5.78 1 5.78 .02 .89 v 

誤差 18626.96 62 300.44    

 

（三）共變數分析。無論在組間（實驗處遇）「效果考驗」或在組間（實驗處遇）「延宕

效果考驗」上，在共變項（前測分數）效果考驗部分，一般健康量表（效果考驗

F = 28.66，p < .05、延宕效果考驗 F = 17.38，p < .05）（如表 8）皆達到顯著，顯

示前測分數確實對依變項產生影響，故採取共變數予以控制，以減少誤差變異量。 

在組間（實驗處遇）效果考驗，一般健康量表（F = 4.65，p < .05）（如表 8）

達到預設的.05 顯著水準，效果值（淨相關 eta 平方）為.07；在追蹤測部分，在組

間（實驗處遇）效果考驗，一般健康量表（F = 5.34，p < .05）（如表 8）達到預設

的.05 顯著水準，效果值（淨相關 eta 平方）為.08，根據 Cohen（1988）提到的效

果值判定標準，淨相關 eta 平方在.059~.131 屬於中度效果量。據此統計考驗結果，

應拒絕虛無假設，即研究假設 2-1「實驗組與延後處理組在『一般健康量表』總

分的後測分數有顯著差異」，與研究假設 2-2「實驗組與延後處理組在『一般健康

量表』總分的追蹤測分數有顯著差異」獲得支持。 

相較於未接受正念減壓課程方案之延後處理組成員，接受此方案之實驗組成

員在一般健康量表上的得分有顯著下降，亦即正念減壓課程對成員身心健康程度

之影響具有顯著的立即效果及延宕效果。此研究結果與過去相關研究結果相符合

（Fledderus et al., 2010），顯示實驗組現有較佳的情緒健康與心理健康。 

 

表 8 

共變數分析摘要表─一般健康量表後測及追蹤測分數  

變項來源   SS DF MS F 
效果值（ partial 

eta²） 

身心健康-後測           

共變項（前測） 4872.81 1 4872.81  28.66* 
 

組間（實驗處遇） 790.37 1 790.37 4.65*  0.07 

誤差 10712.6 63 170.04 
  

總數 121391 66 
   

身心健康-追蹤測 
     

共變項（前測） 5140.41 1 5140.41  17.38* 
 

組間（實驗處遇） 1578.68 1 1578.68    5.34*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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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差 18632.7 63 295.76 
  

總數 103479 66       

*p < .05; **p < .01; ***p < .001 

註：partial eta²代表 partial eta square 

 

三、 兩組受試者在極短版中國人幸福感量表之差異分析 

 

（一）兩組受試者在極短版中國人幸福感量表得分的比較。實驗組與延後處理組於後測

之調整前平均數分別為 14.64 與 12.62，兩組之標準差分別為 4.59 與 4.54（如表

9），顯示出實驗組在接受正念減壓課程方案之後，其幸福感程度較延後處理組為

佳。實驗組與延後處理組於追蹤測之調整前平均數分別為 15.42 與 13.06，兩組之

標準差分別為 4.78 與 4.83（如表 9），顯示出實驗組在接受正念減壓課程後兩個

月的追蹤測量上，其幸福感程度較延後處理組為佳。為進一步了解兩組之差異情

形是否達顯著水準，以推論實驗處理之效果，乃進行共變數分析。 

 

表 9  

兩組受試者在後測及追蹤測「極短版中國人幸福感量表」得分之平均數、標準差 

組別 調整前平均數 標準差（sd） 調整後平均數 

實驗組-後測（n=33） 14.64 4.59 14.34 

延後處理組-後測（n=33） 12.62 4.54 12.81 

實驗組-追蹤測（n=33） 15.42 4.78 15.16 

延後處理組-追蹤測（n=33） 13.06 4.83 13.32 

 

（二）迴歸斜率同質性檢定。以受試者在極短版中國人幸福感量表的前測分數為共變量，

組別為固定因子，無論是以「後測分數」或「追蹤測分數」為依變項，進行迴歸

斜率同質性檢定，結果顯示組別與前測的交互作用在極短版中國人幸福感量表皆

未達統計顯著（以後測為依變項 F = 2.57，p >.05，以追蹤測分數為依變項 F = 1.73，

p  > .05）（如表 10），即符合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的假定，可繼續執行共變數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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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檢定摘要表─極短版中國人幸福感量表後測及追蹤測分數 

變項來源 SS DF MS F p 符合同質性檢定（v） 

幸福感-後測       

組別*前測 21.22 1 21.22 2.57 .11 v 

誤差 512.35 62 8.26 
   

幸福感-追蹤測       

組別*前測 23.05 1 23.05 1.73 .79 v 

誤差 827.60 62 13.35    

 

（三）共變數分析。無論在組間（實驗處遇）「效果考驗」或在組間（實驗處遇）「延宕

效果考驗」上，在共變項（前測分數）效果考驗部分，極短版中國人幸福感量表

（效果考驗 F = 94.49，p < .05、延宕效果考驗 F = 46.46，p < .05）（如表 11）皆

達到顯著，顯示前測分數確實對依變項產生影響，故採取共變數予以控制，以減

少誤差變異量。 

在控制後，在組間（實驗處遇）效果考驗，極短版中國人幸福感量表（F = 

4.55，p < .05）（如表 11）達到預設的.05 顯著水準，效果值（淨相關 eta 平方）

為.07；在追蹤測部分，在組間（實驗處遇）效果考驗，極短版中國人幸福感量表

（F = 4.55，p < .05）（如表 11）達到預設的.05 顯著水準，效果值（淨相關 eta 平

方）為.07。根據 Cohen（1988）提到的效果值判定標準，淨相關 eta 平方在.059~.131

屬於中度效果量。據此統計考驗結果，應拒絕虛無假設，即研究假設 3-1「實驗

組與延後處理組在『極短版中國人幸福感量表』總分的後測分數有顯著差異」、3-

2「實驗組與延後處理組在『極短版中國人幸福感量表』總分的追蹤測分數有顯著

差異」獲得支持。 

本項統計考驗結果顯示，在排除前測差異的影響後，相較於未接受正念減壓

課程方案之延後處理組成員，接受此方案之實驗組成員在極短版中國人幸福感量

表上的得分有顯著提升，亦即正念減壓課程對成員幸福感程度之影響具有顯著的

立即效果及延宕效果。此研究結果與過去相關研究結果相符合，例如：Jazaieri 等

人（2012）探討正念減壓團體對社交焦慮患者的療效，研究發現受試者在三個月

後的追蹤測量上，其主觀幸福感有顯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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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共變數分析摘要表─極短版中國人幸福感量表後測及追蹤測分數 

變項來源   SS DF MS F 
效果值 

（partial eta²） 

幸福感-後測 
     

共變項（前測） 800.31 1 800.31 94.49* 
 

組間（實驗處遇） 38.56 1 38.56 4.55* 0.07 

誤差 533.57 63 8.47 
  

總數 13,572 66 
   

幸福感-追蹤測 
     

共變項（前測） 627.29 1 627.29 46.46* 
 

組間（實驗處遇） 55.7 1 55.7 4.13* 0.06 

誤差 850.65 63 13.5 
  

總數 14,958 66 
   

*p < .05; **p < .01; ***p < .001 

註：partial eta²代表 partial eta square 
    

整體而言，在本研究的前後測及追蹤測的統計分析結果，皆顯示本研究之正念減壓

課程在大學生的壓力知覺、身心健康及幸福感皆獲得支持，可說明此研究之正念減壓課

程對大學生有所助益，分析效益的產生可能原因有： 

1. 壓力調適方面 

能有助於成員學得正向調適壓力策略及壓力知覺的技巧與態度（張文光，2012；

Brown & Ryan, 2003;Woo & Hee, 2010）、也能夠調和不適情緒以促進身心健康（何海鶄，

2015；林志祥，2006；黃佑寧；2013），並在正項指標如幸福感的檢測上獲得支持（Isbelle 

& Parker, 2006;Jazaieri et al., 2012; Orzech, et al., 2009）。可見在大學階段實施正念課程具

有身心安定的可行性。 

2. 漸層的課程設計與支持鼓勵 

規律且持續的練習被認為是正念治療效果能發生且維持的最重要因素。本研究發現：

重視正念練習的難易適切和即時回應、同理與支持練習過程中的困難，並鼓勵不放棄練

習的重要。特別開始練習的困難往往與習慣性的心智模式有關。相關研究也提出持續練

習的關鍵性（Brown et al., 2009；Carmody & Baer, 2008）。雖然課程內容已結構穩定，

但教導過程的由簡而難、由動而靜的漸進設計，可提升大學生的接受度及課程的可親近

性，間接穩定課後練習（林明申，2018；胡君梅，2012），逐漸在生活中應用。 

3. 即時回饋練習的困難與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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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研究人數適當，可以同時教導又可以個別練習及小團體討論，並接納初學者的

困難及挫折而因勢利導，相對於 De Vibe 等人（2013）以 288 名心理系及醫學系學生的

研究，較能提供充分的引導，因此，課程人數如何兼顧支持性輔助亦是歷程性因素之一，

未來研究可在這部分探究適當的師生比。 

4. 從學生練習心得與問題中的教學反思 

學生常見困難和問題如：沒有時間練習、練習呼吸非常枯燥無趣、能夠觀察呼吸就

可以解決生活中各種問題嗎？若不能夠為何稱為治療？正念源於東方佛教的四念處，故

練習正念是否就是佛教徒？若是的話是否是在課堂中學習宗教？學習正念後是否可以

具備超能力？說明上述問題，有助於學生對正念的根源正確認識，間接理解正念與佛法

的區別。就研究者的教學經驗，西方的正念練習雖脫去佛法教法的外衣，傳授任何族群

皆可適用的身心覺察技巧，但若原是佛教信仰者，從深刻學習中難免窺見佛陀教法的根

本：三法印、戒定慧三學、四念處、六度般若與八正道，較容易相互呼應和接受。從技

巧與練習著手，從外在行為到內隱細微的念頭，可以獲得身心安頓的效果。具備佛法的

哲學觀則可能讓方法的論述更完整；但若是非佛教信仰者，從正念練習的生活應用開始，

若配合戒（倫理道德的生活）與慧（正確的認知價值），更能完整深入學習到正念的內

涵。 

 

伍、結論與建議 

 

一、 研究結論 

 

本研究結果顯示，正念減壓課程對大學生壓力、身心健康及幸福感等三方面具有顯

著的立即與延宕效果。故在生命教育課程中以八週及一天時間完整的正念減壓課程，具

有短期及長期的效果，對於大學生學習有效因應壓力有所助益，並能在身心健康與幸福

感上獲得助益，能支持研究者實驗創新課程設計的正向效益，對於生命教育或情緒與壓

力調適之類課程提供體驗性教學設計，也為身體力行的結果帶來身心健康的實質助益。 

 

二、 建議 

 

（一）對大學生情緒教育課程及諮商輔導工作之建議。正念減壓課程是融合認知技術與

體驗的情緒與心靈覺察訓練課程，可以改善一般偏重知識的情緒課程之不足，透

過適當地融入生命教育或通識課程中，可作為課程的一部分，對一般學生而言，

可培養其對生活壓力的自我調適能力，值得採用於情緒與壓力或生命教育等課程。 

（二）對正念減壓課程之設計與實施之建議。強調正念生活的態度與應用。正念並不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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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種技術或工具，是一種時刻與當下同在的生活態度，若能由有意識的技巧逐

漸深化為生活的自然態度，更臻於正念的積極意義，尤其當修課學生真實生活中

的壓力或情緒來臨時，運用正念的態度及技術處之，加深壓力或情緒處理知能的

學習，可以產生立即性助益。關注成員在練習上的情緒及善巧引導。關注學生的

回家練習紀錄，從中瞭解學生是否能夠正確運用正念的方法與態度進行練習、在

練習時所遇到的問題與困難，進而更能夠掌握正念練習的要領，以減少中途放棄

的可能。若能以一種溫和而堅定的態度帶領學生走過練習的瓶頸，接納與容許學

生對於練習的情緒，亦是領導者示範接納的機會。隨著科技產品盛行，正念練習

若能善用之，可增加即時性及便利性。 

（三）對未來研究方向之建議。檢測課程中及課程結束後的練習狀況，以探討中介效果。

立即與延宕效果之發生可能來自於回家練習、以及結束後學生的自主練習，並透

過某種中介變項的作用而達成。未來研究可進一步實驗不同課後練習程度或強化

練習策略的變項或因素，特別是科技的應用策略，值得思考。 

（四）對學生的正念特質及接納程度進行測量。隨著正念研究的風行，測量工具亦增加

許多，可採用 Baer 等人（2006）的五面向正念量表（Five Facet Mindfulness 

Questionnaire）來檢測成員在正念特質。量表的翻譯上已有簡體翻譯版本（Den et 

al., 2011），黃鳳英等人（2015）透過雙向翻譯建立台灣版本。或「中文止觀覺察

注意量表」（張仁和等人，2011），個人學習紀錄或心得以即時了解學習者仍有其

必要。 

（五）不同訓練模式的研究。本研究乃基於壓力與壓力知覺和身心因應與調適的實務訓

練上獲得正向結果，顯示此模式的正向效益，未來研究可針對此類認知行為訓練

模式策略與傳統知識教導的情緒的認知訓練模式予以實驗比較，可更確認不同教

學模式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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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Mindfulness-Based Therapy Groups on the Stress, 

Physical Health,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of College 

Students 

Yan-Zhang Lu  Jia-ling Luo*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immediate and delayed effects of mindfulness-based therapy 

groups on the stress, physical health,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of college students. The 

study adopted a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 with nonequivalent pretest-posttest designs and 

tracking measurement. The subjects were 79 college freshmen at a university in the central 

region of Taiwa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comprised 39 subjects and the delayed treatment 

group comprised 40 subject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subjects received eight weeks of 

treatment two hours per week and an additional six hours of mindfulness practices. The delayed 

group did not receive treatment.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 of this study was the experimental 

treatment, and the dependent variables were stress, physical health, mental health, and well-

being. Pre-tests, posttests, and tracking measurements were measured using the "Perceived 

Stress Scale", "General Health Scale", and "Chinese People Happiness Degree Scale. " Data 

analysis and statistical testing were conducted using ANOVA for independent samples. The 

study results showed the following: The experimental group showed significant immediate and 

delayed effects on stress, physical health,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In terms of stress, 

physical health,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s found betwee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delayed treatment group. Specifically, the experimental group 

showed better performance than the delayed treatment group. 

Based on the abovementioned results, the study proposed several suggestions as reference 

for practice and future studies. 

keywords: mindfulness, mindfulness-based therapy courses, pressur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well-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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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實境正念訓練對成人正念、正負向情緒及心理健康成效之初探 

 

洪菁惠*  張麗麗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以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及傳統實體課程作為正念訓練介入方

案，對成人正念程度、正負向情緒及心理健康之效益及其差異為何。國外研究顯示 VR

已成為現代科技潮流下新興助人工具，而正念 VR 可作為降低焦慮、緩解疼痛與情緒低

落之介入途徑，然國內尚無本土相關實證性研究。因此，本研究創新開發 4 支正念 VR

介入媒材，並搭配傳統實體正念減壓課程，公開招募 21 位成人，進行隨機分派。實驗

組（11 名）接受正念 VR 加上實體課程介入，控制組（10 名）則僅接受實體課程；控制

組於實驗組接受 VR 訓練同時，接受與實驗組相同的口語引導及背景音但無 VR 影像。

課程共進行七週。測量工具包括止觀覺察量表、五因素正念量表、正負向經驗量表、成

人心理健康量表。研究發現不論是虛擬實境或傳統實體課程之正念訓練均能顯著改善參

與者之負向情緒，提升正向情緒、止觀覺察注意、描述、不評價、觀察、不反應及全量

表的分數；另亦提升了參與者在生理慮病、焦慮煩躁、社交困擾、憂鬱低落、正向樂觀

等各項心理健康及全量表上的分數。而 VR 正念介入對某些變項之影響又高過僅有正念

介入之影響。研究結果顯示正念 VR 方案可作為國內本土改善成人心理健康及提升正念

程度的有效工具。最後，本研究提出研究限制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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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促進心理健康乃當代重要公共衛生議題 

     

    心理健康促進已是當代重要公共衛生議題。2020 年 COVID-19 全球大流行，至今因

疫情人們生活型態被迫改變，心理健康也備受威脅（林靜蘭等人，2021）。Xiong（2020）

根據文獻回顧歸納各國在疫情下心理健康議題包括，壓力、創傷後壓力症、焦慮、憂鬱

及心裡痛苦等。台灣研究疫情下呈現主要心理健康議題包括情緒不穩定、焦慮、虛弱、

易怒、失落，及其他身心症狀，如睡眠障礙、頭痛、消化不良和暴飲暴食等，甚至出現

自殺意念（Hsu et al., 2020）。即使在無疫情影響下，人類心理健康議題已是世界心理衛

生聯盟（World Federation for Mental Health, WFMH）所重視主要議題。根據世界衛生組

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指出全球每年近 80 萬人自殺，意指每 40 秒就有

一人死於自殺（楊子昕、陳盈如，2020）。自殺行為與精神疾患有高度相關，患有憂鬱症、

躁鬱症、藥物濫用、性格障礙症、思覺失調症，均是自殺風險高危險因子（李明濱、廖

士程，2006）。顯見如何促進心理健康已是全球健康管理重要新議題。 

    近年台灣精神疾患人口數明顯上升。根據衛生福利部統計，2010 年國人因精神疾患

就醫人數約 216 萬，2018 年增加至 270 萬人（男性 119 萬人，占 49%；女性 151 萬人，

占 51%），上升 24.8%；2018 年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之精神疾患者佔身心障礙總人數 10.86%；

全國精神照護機構（含附有精神病床機構、精神復健機構/230、精神護理之家等）至 2020

年六月止共計 404 家，較之 2010 年增加 26%（衛生福利部統計處，2020）。台灣自 2014

開始 15-44 歲人口中自殺死亡高居主要死因第二位（張奕涵等人，2020）。超過 80%自

殺個案在自殺前並未接受合宜治療（陳君如等人，2020）。因精神疾患造成失能年數（years 

lived with disability）日漸攀升，如憂鬱症已是僅次於心血管疾病造成人類失能的第二主

因（李玉蟬等人，2018）。換言之，如何促進成年人心理健康已是台灣重要公共衛生議

題。 

 WFMH 倡議每年 10 月 10 日為世界心理健康日（World Mental Health Day），旨在推

廣心理健康教育及改善人類心理健康。心理健康是一種持續的心理歷程，指個體能充分

發展身心潛能（張春興，2006）；能因應一般生活壓力，與自己和他人建立和諧關係及處

於安適狀態（陳李綢，2014）。黃財尉等人（2011）從生理、心理及社會等三向度構念心

理健康；健康不僅是指沒有疾病，而是能於身體、精神與人際關係等方面均能達到良好

狀態，才是真正健康。以下試由此三面向探討正念與促進心理健康等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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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正念訓練可促進心理健康 

     

    正念（mindfulness）理念源自東方佛學禪修訓練，於「念處經」中述及「這是使淨

眾生，超越愁悲，減除苦憂，成就聖道，體證涅槃的唯一道路，即四念處」，四念處從靜

觀身體、感受、心念與現象之生滅變異，提升正念（釋宗白、金樹人，2000）。Kabat-Zinn

（2011）將東方正念架構為西方醫療領域可接受之正念減壓課程（mindfulness-based 

stress reduction）；並已獲許多實證性研究廣泛支持。時值今日以正念為基礎所發展促進

身心健康課程方案或作為心理治療介入途徑，已進入當今不同專業領域，在醫學、神經

科學、心理學、教育、軍事、運動訓練、企業界等皆可見正念訓練正發揮其影響力（Seabrook 

et al., 2020; Vidic & Cherup, 2019）。正念減壓課程協助參與者培養臨在當下能力，增進覺

察此時此地內在與外在經驗，有意圖地以開放、接納、不評價等態度涵容一切被感知對

象；進而啟動自我轉化與情緒調節，達到自我療癒有益於身心健康效果（陳秀蓉等人，

2019）。研究者以為正念訓練途徑至少包含以下三個面向。 

首先，集中注意力（focused attention），乃是正念訓練最常被提及的靜心重點及結果

（Shapiro et al., 2016）。Papies（2017）認為注意力調節（attention regulation）是促成正

念狀態重要元素。常見訓練方式為持續聚焦某特定對象，如燭火（外部）、呼吸或身體感

受（內部）；將注意力不斷帶回呼吸可使心智平靜（Morgan et al., 2013）。第二，有意識

地覺察當下。覺察猶如在浩瀚訊息中點亮當下意識的探照燈（searchlight）（Germer, 2013）。

對當下經驗有意識地覺察，可使個體從無意識的慣性行動或思想及情緒認同中抽離。在

覺察的涵容下，所有經驗本質上均可成為被感知對象（Kabat-Zinn, 2011）。對經驗的再

覺知（reperceiving）有助於個體增進心理彈性，減少自動導航慣性反應（Shapiro et al., 

2006）。第三，培養如實接受當下經驗樣貌，發展慈愛、接納與不評價等心智品質。慈愛

與寬容（loving-kindness and compassion）靜心練習，一般以冥想及重複簡短語句，提升

友善對待當下的自己（Germer, 2013）；不讓記憶中的情緒、感受、思想結果主宰當下經

驗場域（Elkins-Brown et al., 2017）。慈愛靜心練習可使當事人連結喜悅、放鬆、關愛等

正向情緒。單純觀察如實接受可避免捲入自我評價想法中。 

已有許多實證研究指出正念訓練有益成人心理健康。就緩解負向情緒而言，Pedulla

（2016）認為正念訓練可協助成人降低負向自我評價，避免陷入一再反芻苦惱的內在刺

激，降低憂鬱復發或減緩焦慮程度。Geschwind 等人（2011）指出透過正念訓練可增進

憂鬱症成人個案對日常生活愉悅經驗更具覺察及感恩；覺察愉悅經驗與感恩是降低憂鬱

復發的保護因子。就增進正向情緒而言，賴志超等人（2018）針對職場成人調查，正念

特質可提升自我寬容，減少自我嚴苛；在執行社會職責與義務時，更具心理調適能力，

提升創造力與幸福感（林立仁，2018）。就改善人際互動而言，Yang et al.,（2017）指出

正念訓練有助於成人於社交互動時增進自我表達的安全感與自我認同感。Hyland（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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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正念訓練有益於提升成人自我慈憫、減少焦慮及反芻憂鬱、緩解擔心與批判等耗損

心智精力現象。換言之，正念訓練可提升成人專注、覺察、放鬆、涵容、幸福感、自我

慈心等促進心理健康結果（楊淑貞等人，2007；賴志超、蘇倫慧，2015）。 

正念介入（Mindfulness-based intervention, MBI）心理治療鼓勵個案與內在經驗建立

新關係，包括引導個案專注體驗本身、不抗拒或試圖重組當下真實體驗、學習接受此刻

內外經驗（Hindman et al., 2015）；有意識地讓內在困擾情緒或想法自然地通過，而不再

隨之產生衝動反應（Germer, 2013）。然而，正念訓練要求一段時間意識的專注其實頗具

挑戰。對未受靜心訓練或習於藉控制認知作為情緒調節的個案而言，欲從正念訓練獲得

心理治療的介入益處顯得困難（Seabrook et al., 2020）。正念訓練引起的挑戰包括，對過

程感到無聊、環境吵雜、認知挫折，不悅想法與情緒更易湧現（Anderson et al, 2019）。

為擴大正念介入途徑，已有正念訓練開始採用數位科技幫助，例如網絡線上介入與訓練、

手機 APP 等，藉以增進參與正念訓練的興趣及協助建立習慣等。尤以近年受到 COVID-

19 影響，許多促進心理健康介入途徑更加仰賴可遠距執行的設備，開發不再僅僅倚賴實

體接觸的心理健康促進途徑實有必要（林靜蘭等人，2021）。以下探討運用虛擬實境進行

正念訓練的新途徑。 

 

三、促進心理健康新途徑─虛擬實境正念訓練 

 

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 VR）是近年來輔助正念訓練及心理治療介入的新途徑

（Mistry et al., 2020）。VR 提供與真實大小一致的虛擬空間，讓使用者將注意力從真實

世界轉移到多維度虛擬實境中。VR 設計倚賴互動性（interaction）、沉浸性（immersion）、

想像性（imagination）等三個元素（曾靖越，2018）。在 VR 構築空間裡，使用者被包圍

在一個全景虛擬實境中，身歷其境的主觀感受，已超越實際物理空間限制，強烈的沉浸

性存在感得以改寫情緒效果。 

心理治療開始援引 VR 作為介入工具正是因其提供沉浸性環境之特點。近年認知行

為治療結合 VR 工具作為處遇不同焦慮症個案的暴露情境，實證研究指出 VR 可協助緩

解各式畏懼症個案之焦慮，包括強迫症、創傷後壓力症、廣泛性焦慮症、社交焦慮症、

懼高症或飛行恐懼等（Antony, 2011; Mistry et al., 2020）。暴露療法原以想像暴露或以真

實情境暴露進行治療，但 VR 所構築焦慮情境的真實性可增添想像暴露的不足，也遠較

真實情境暴露的成本和危險性還低。 

此外，VR 介入心理治療好處還包括可重現無法真實再現情境、允許重覆使用、取

得立即方便、使介入處遇次數大量提升（Freeman et al., 2017）。Garcia-Palacios 等人（2007）

調查 150 位進行暴露療法個案中發現，76%個案偏愛 VR 暴露法勝於真實情境；此外在

晤談中運用 VR 暴露情境較真實情境更易取得、創造、成本低。而正念 VR 練習（V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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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dfulness Practice），可有效阻斷環境干擾，提供正念練習者在視覺、聽覺可控制的沉

浸空間（Seabrook et al., 2020）。 

根據正念 VR 相關研究發現，正念 VR 內容多以虛擬自然環境或 360 度實景拍攝自

然環境作為協助個案進行正念訓練為題材（Nararro-Haro et al., 2016, 2019; Seabrook et al., 

2020）。虛擬自然環境使人們暴露其中以體驗接觸自然感覺，是近年 VR 應用的潛在發

展方向（Browning et al., 2020）。目前 VR 技術已可提供高度沉浸感與臨場感的虛擬自然

環境，讓使用者實現親臨大自然感受，體驗壓力釋放效果，彌補實際接觸大自然機會不

足現象（王采蕎、蔡佳良，2021）。而藉身體感官接觸大自然，能夠促進身心鬆弛、降低

疲勞或憤怒、舒緩焦慮，提升活力與正向感受（余家斌等人，2017）。運用身體感官回到

當下，是正念專注訓練常見方式。藉虛擬自然環境作為正念 VR 訓練媒材之研究，如

Nararro-Haro 等人（2016）針對女性邊緣性人格疾患（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BPD）

進行個案研究，此女性個案 32歲，原僅接受辯證行為治療（Dialectical Behavior Therapy），

但於正念訓練過程出現不適情緒以及執行正念作業有困難，於是受邀參與正念 VR研究。

此案主於研究歷程先接受標準化 DBT 治療一個月後，再於 DBT 個別治療中進行正念

VR 訓練，一周一次共計四次，共計四週。此正念 VR 訓練內容乃根據 Linehan（2002, 

2015）所設計三個版本。 

版本一乃正念聲音（總長 8 分 30 秒），前面 3.5 分鐘說明正念要義，後面 5 分鐘乃

專注聲音訓練，於心中念頭游移他處時被提醒回到注意聲音。版本二乃正念視覺（總長

10 分鐘），前一分鐘說明練習內容，後九分鐘正念觀察河流、天空、樹木及河岸等，訓

練案主只是單純觀察，當注意力分散時被提醒回到視覺觀察。版本三乃正念冥想（總長

8 分鐘），前一分鐘簡短正念帶領，後七分鐘引導案主冥想自己乃寧靜湖泊，以內在視覺

看著一個小石片由湖面緩緩墜落湖底，藉此帶領個案往內覺察。Nararro-Haro 等人（2016）

依序實施前述三個版本後，再於第四次重複使用第一個版本；另於實施正念 VR 前後由

案主自陳當下六種情緒強度（0-100），包括恐懼、憤怒、罪惡、羞愧、厭惡、喜悅等。

研究結果顯示，綜合四次單元情緒強度分數，所有負向情緒顯著下降，喜悅感分數顯著

增加。此外，受試者反應正念 VR 有助於提升其專注，提升正念練習意願，並將正念 VR

體驗延伸至日常生活。 

Gomez 等人（2017）依據 DBT 正念 VR 介入法（Linehan, 2015）為架構，設計觀察

聲音及觀察視覺之正念 VR 訓練兩個版本（均為十分鐘），作為正念介入工具，檢視嚴重

燒傷個案於接受正念 VR 訓練後對創傷後壓力情緒之輔助效益。個案於研究前未曾受過

正念訓練或 VR 體驗。研究結果發現正念 VR 介入療法可顯著降低燒燙傷患者的焦慮不

安、減緩疼痛強度、傷口癒合更快、神經復原更為迅速。Chan 等人（2020）針對女性婦

科手術前進行正念 VR 介入療法，研究發現對減緩焦慮與自陳健康滿意度提升有幫助。

Nararro-Haro 等人（2019）根據 DBT 正念技巧訓練為架構（Linehan, 2002, 2015），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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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廣泛性焦慮症（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GAD）個案的 MBI 課程及正念 VR 介

入。該研究將 39 名成人受試者隨機分派為單獨接受七週 MBI 課程（20 名），每週一次，

每次一小時半；以及實驗組（19 名）於實體 MBI 課後再接受正念 VR 介入，共三個版

本，包括觀察聲音、觀察視覺、正念冥想（如前述三個版本）。研究結果發現兩組受試者

在焦慮、憂鬱、情緒調節均達顯著改善；於正念特質方面，有意識地行動及描述、內在

覺察、自我調節（self-regulation）、身體聆聽（body-listening）、信任等均達顯著提升。此

外，正念 VR 組更能留住參與者，單獨 MBI 實體組成員流失較高。因此，Nararro-Haro

等人（2019）認為正念 VR 是提供傳統正念訓練之外的新工具。 

目前國內成人心理健康非常需要現代數位科技協助，以 VR 作為正念訓練促進成人

心理健康可以是一種新的途徑。因此，本研究根據正念減壓課程，並參考前述正念 VR

相關研究，設計四款正念 VR 版本，將之運用在促進成人心理健康之探討上。主要研究

目的為探討正念實體課程（MBI）及虛擬實境正念介入（VR+MBI）兩種方案，對成人

心理健康之效益。主要研究問題為七週 MBI 及 VR+MBI 介入方案：（1）對成人正負向

情緒、正念程度及心理健康（生理慮病、焦慮煩躁、社交困擾、憂鬱低落、正向樂觀）

之成效；（2）對成人正負向情緒、正念程度及心理健康成效之差異性比較。 

根據上述文獻綜述，本研究有以下六項研究假設。（1）本研究假設，僅參與實體正

念課程（MBI 組），以及額外參與正念 VR 訓練（VR+MBI 組），兩組別皆可增進正念

程度（假設 1）；且 VR+MBI 組增進正念程度成效優於 MBI 組（假設 2）。（2）本研

究假設，僅參與實體正念課程（MBI）以及額外參與正念 VR 訓練（VR+MBI），兩組

皆可改善參與者正、負向情緒（假設 3）；且 VR+MBI 組改善成效優於 MBI 組（假設

4）。（3）本研究假設僅參與實體正念課程（MBI）及額外參與正念 VR 訓練（VR+MBI），

可促進成人心理健康（假設 5）；且 VR+MBI 組成效優於 MBI 組（假設 6）。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流程及設計 

 

本研究透過公開網站宣傳招募，招募條件包括：（1）年齡大於 20 歲成年人；（2）無

服用精神疾患藥物或正經歷嚴重精神疾病；（3）使用 VR 無暈眩感、身體不適感者，同

意被分配至 VR 組；（4）同意參與七週正念訓練課程及填寫相關心理測驗；最後符合條

件者共 23 位。研究前後執行八週，每次集會時間約兩小時。研究流程及設計如圖 1 所

示。 

於第一週集會時，由計畫主持人說明研究目的及相關流程，參與者在理解流程後簽

署參與研究同意書，並填寫實驗前測工具，及體驗穿戴 VR 頭盔與觀看 VR 影像適應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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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作為分配至 VR 實驗組別依據，另根據「成人心理健康量表」總分，將受試者以隨機

配對方式分配至控制組及實驗組。控制組僅參與「實體正念課程」（mindfulness-based 

intervention，簡稱 MBI）；實驗組則額外參與「虛擬正念訓練」，亦稱正念 VR 介入（virtual 

reality mindfulness-based intervention，簡稱 VR+MBI）。參與者中一位因成人健康量表總

分極端高，未納入資料分析；一位請求參與 VR 組，另一位於第一週結束後便退出。最

後 MBI 及 VR+MBI 兩組人數分別為 10 及 11 人。 

於第二週至第八週期間實驗流程均相同。每週於正念實體課程前，VR+MBI 組接受

正念 VR 體驗介入，每次約 10-15 分鐘，共計四個正念 VR 版本，三個版本重複使用兩

次；MBI 組則接受與 VR+MBI 組相同的正念 VR 版本內的聲音指導及背景音，但無 VR

影像，每次約 10-15 分鐘。VR+MBI 組於每週 VR 體驗結束後，填寫｢VR 體驗當下存在

感量表｣。 

實體正念課程內容根據正念認知療法（Mindfulness-Based Cognitive Therapy, MBCT）

（Segal et al., 2013/2015）為基礎架構所改編，以教育性團體進行。內容包含正式正念練

習（如正念呼吸、身體掃描、正念飲食、正念行走、正念瑜珈、正念愉快／不愉快經驗、

正念慈心冥想）及非正式正念練習（作為正念日常活動引導），另每週安排回家作業（參

與學員可透過正念音檔或不依賴音檔自行練習），藉此鼓勵學員在生活中持續正念練習。

每週課程約進行 2 至 2.5 小時，包含講授、正念練習、分享與討論。最後，於第八週課

程結束時，所有參與者接受研究後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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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研究程序及設計圖 

 

 

 

 

 

 

 

 

 

 

 

 

 

 

 

 

 

 

 

 

 

 

 

 

 

 

 

 

 

 

 

 

前測 

 中文止觀覺察量表 

 五因素正念量表 

 成人心理健康量表 

 正負向經驗量表 

 VR體驗適應度評量 

第一週 

實驗組（VR+MBI）(N=11) 

執行七週／每次約 10-15 分鐘 

共四個版本／三個版本重複使用 

(內含正念 VR、背景音、指導語) 

實驗結束測「VR 體驗當下存在感量表」 

控制組（MBI）(N=10) 

執行七週／每次約 10-15 分鐘 

(與 VR+MBI 組相同之正念指導

語、背景音，但無 VR 影像) 

 

實體正念課程(MBI) (N=21) 

共七週／每次約 2-2.5 小時 

含正式練習 (身體掃描、正念呼吸、飲食、行走、瑜珈、愉快／不愉

快經驗、慈心冥想) 和非正式練習等體驗活動及團體分享與討論。 

後測 

 中文止觀覺察量表 

 五因素正念量表 

 成人心理健康量表 

 正負向經驗量表 

 第八週 

第二週 

公開招募 23位 
 招募符合條件參與者 

 說明研究流程 

 簽署研究同意 

 第一週退出一位 

 一位心理健康量表分

數極端高被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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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參與者 

 

研究參與者共 21 位，VR+MBI 組 11 位、MBI 組 10 位。兩組參與者平均年齡約 40

歲左右、以女性居多、未婚者約四成、教育程度多在大學或研究所以上，其中未參與過

正念課程及無禪修經驗者居多；兩組參與者在背景變項及各項心理變項的前測上均無顯

著差異（p > .05）（如表 1）。 

 

表 1 

研究參與者背景及前測變項資料 

變項 
全體 

(n = 21) 

VR+MBI 

(n = 11) 

MBI 

(n =10) 

P1 

人口變項     

年齡，mean (s.d.) 44.14 (9.40) 43.00 (9.52) 45.40 (9.65) .57 

性別(女性)，n (%) 16 (76.2) 8 (72.7) 8 (80.0) .70 

婚姻狀態(未婚)，n (%) 9 (42.8) 5 (45.5) 4 (40.0) 1.00 

教育程度，n (%)       

  國中   2 (9.5) 1 (9.1) 1 (10.0) .51 

  大學 9 (42.9) 6 (54.5) 3 (30.0)  

  研究所以上 10 (47.6) 4 (36.4) 6 (60.0)  

參加正念課程(無)，n (%)  12 (57.1) 6 (54.5) 6 (60.0) .80 

禪修經驗(無)，n (%) 16 (76.2) 8 (72.7) 8 (80.0) .70 

心理變項 (前測)     

正向情緒，mean (s.d.) 17.24 (4.57) 17.00 (4.00) 17.50 (5.34) .81 

負向情緒，mean (s.d.) 16.67 (3.98) 18.00 (4.52) 15.20 (2.82) .11 

止觀察覺注意，mean (s.d.) 55.28 (10.70) 53.64 (11.46) 57.10 (10.06) .47 

正念，mean (s.d.) 120.67 (15.28) 118.54 (16.26) 123.00 (14.62) .52 

心理健康，mean (s.d.) 85. 48 (10.15) 84.91 (7.30) 86.10 (12.99) .80 

註：1 類別變項採用卡方或 Fisher exact 檢定之 p 值，連續變項則採用獨立樣本 t 檢定之

p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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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採用之工具分別說明如下： 

 

（一）止觀覺察注意量表中文版 

本研究採用張仁和等人（2011）翻譯自 Brown 和 Ryan 編製的「止觀覺察注意量表」

（Mindfulness Attention Awareness Scale, MAAS, 2003）中文版（CMAAS），測量個體持

續專注當下經驗的能力（張仁和等人，2011）。量表共 15 題，為單一向度；以六等級計

分：1「幾乎總是」、2「很頻繁」、3「有點頻繁」、4「有點不頻繁」、5「很不頻繁」、6「幾

乎沒有」（本研究採用英文原量表之等級敘述用語），全量表分數加總計分，分數越高表

示個體持續專注於當下經驗的程度越高。中文版量表以探索性因素分析、驗證性因素分

析、與多項心理適應指標之間的相關等多重方式建立效度證據；間隔兩個月的再測信度

r = .75、兩次測量的 Cronbach’ α 內部一致性信度係數為.88 及.86。 

（二）五因素正念量表 

本研究採用黃鳳英等人（2015）翻譯自 Baer 等人編製的「五因素正念量表」（The 

Five Facet Mindfulness Questionnaire , FFMQ, 2006）中文版（T-FFMQ），測量五項正念特

質。量表共 39 題，包含五個分測驗：覺察（8 題）、描述（8 題）、不評價（8 題）、觀察

（8 題）及不反應（7 題）。量表採五等級計分：1 分「幾乎從未如此」、2 分「很少如此」、

3 分「偶爾如此」、4 分「經常如此」、5 分「幾乎總是如此」（本研究對等級用字略作調

整）；反向題轉向後，分測驗及全測驗加總計分，分數越高表示個體的正念特質程度越

高。中文版量表以驗證性因素分析、效標關聯相關、正念課程實驗等方式建立效度證據；

Cronbach’ α 內部一致性信度係數介於.74 ~ .88、相隔兩週再測信度 r = .95。 

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正念覺察程度採「止觀覺察量表」（張仁和等人，2011）及「台

灣版五因素正念量表」（黃鳳英等人，2015）進行測量，前者構念主要聚焦量測生活中持

續專注當下經驗之覺察能力，亦即量測正念心智中專注當下經驗的心理狀態；後者則以

五構念涵蓋正念特質，其中「覺察」意涵指對當下經驗的注意，與「止觀覺察量表」之

量測向度接近，而「描述」意指對知覺經驗的陳述能力（Baer et al., 2006）。 

（三）成人心理健康量表 

本研究採用黃財尉等人（2011）編製的「成人心理健康量表」（Adult Mental Health 

Scale, AMHS），以五面向測成人心理健康。量表共 28 題，五個分測驗，分別為生理慮

病（6 題）、焦慮煩躁（5 題）、社交困擾（6 題）、憂鬱低落（5 題）、正向樂觀（6 題）。

量表採五等級計分：1 分「總是這樣」、2 分「經常這樣」、3 分「偶爾這樣」、4 分「極少

這樣」、5 分「從未這樣」。該量表的前面四個子量表包括生理疾病、焦慮煩躁、社交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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擾、憂鬱低落為反向計分題。反向題轉向後，分測驗及全測驗加總計分，分數越高表示

個體心理健康程度越佳。此量表以內容效度、效標關聯效度、聚斂效度及區別效度等方

式建立效度證據；Cronbach’ α 內部一致性信度係數介於.75 至.87，相隔一個月的再測信

度為.72。 

（四）正負向經驗量表 

本研究採用 Diener 等人（2009）編製的｢正負向經驗量表｣（Scale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Experience, SPANE）測量參與者的正向及負向情緒。量表共 12 題，6 題測正向

情緒（正向感受、好、愉快、快樂、欣喜、滿足）、6 題測負向情緒（負面感受、壞、不

愉快、哀傷、害怕、憤怒）；以五等級計分，參與者選擇一項最能反映自己過去幾天真實

感受的選項：1「完全沒有或極少」、2「一點點」、3「有一些／適中」、4「有些強烈」、

5「非常強烈」（本研究對原量表的選項用字略做了調整）。正向與負向情緒分別加總計

分，分數越高表示正向或負向情緒越強烈。SPANE 之正、負向情緒的 Cronbach’ α 內部

一致性信度係數分別為.84 及.80。 

（五）VR 影片 

本計畫共設計了四支 VR 影片：夜晚海邊（13 分鐘）、草原星空（12 分鐘）、森林瀑

布（14 分鐘）及山上雲海（13 分鐘）（擷取影片畫面如圖 2〜圖 5），除｢星空」外，其餘

三支影片均各自使用了二次；每支影片皆可 360 度觀看，前三分鐘做為正念靜心用，後

面則為正念 VR 訓練影片。觀看 VR 影片時，參與者坐在電腦桌前，由研究助理協助穿

戴 HTC VIVE Pro 全套式 VR 頭盔進行影片觀看。 

（六）VR 體驗當下存在感量表 

本研究修編 Nararro-Haro 等人（2016, 2019）的「當下存在感量表」，測量參與者在

VR 環境中的當下存在感（sense of presence）。共三題，均採七等級量表。題目為：「在

VR 環境中，你對自己存在的感受程度為何？」（1 =對自己存在毫無感覺，7 =對自己存

在感受非常強烈）、「在體驗正念 VR 的過程中，VR 環境對你有多麼真實？」（1 =毫無真

實感覺，7 =強烈真實感覺）、「請您回想剛剛的 VR 體驗，當您回想這個經驗時，這 VR

環境比較像您曾經看過的景象，或者比較像您曾經身臨其境去過的景象」（1 =有曾經看

過的感覺，7 =有身臨其境去過的感覺）。 

參與者在每次 VR 介入後，針對該次 VR 體驗，填寫問卷。四支 VR 影片的內部一致

性 Cronbach’ α 係數平均值為.89（夜晚海邊）、.32（草原星空）、.59（森林瀑布）、.79（山

上雲海）。VR 影片之自我存在感受、真實性及身臨其境的平均數分別為 4.89、4.57、4.03，

總平均數為 4.50；四支影片在三項 VR 特質上的平均數（依前序）為：夜晚海邊：4.63、

4.72、4.69；草原星空：5.18、4.55、3.09；森林瀑布：4.82、4.36、4.28；山上雲海：4.95、

4.6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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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夜晚海邊 VR 

 

 

 

 

 

 

 

 

 

圖 3  

草原星空 VR 

 

 

 

 

 

 

 

 

 

圖 4  

森林瀑布 V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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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山上雲海 VR 

 

 

 

 

 

 

                               

 

 

                             

參、研究結果 

 

一、正負情緒、正念程度與心理健康之描述性統計 

 

表 2 呈現研究參與者之正負向情緒、正念（含止觀覺察注意、正念五因素）及心理

健康前測的平均數、標準差及變項間的相關矩陣。 

由表可知，在正負向情緒與正念及心理健康之相關方面，負向情緒與心理健康中的

社交困擾呈中度正相關（r = .43, p < .05），即參與者的負向情緒越高，其社交困擾越高。 

 在正念程度及心理健康之相關方面，止觀覺察注意與生理慮病呈中度正相關（r = .43, 

p < .05），與焦慮煩躁呈較強的正相關（r = .60, p < .05），與心理健康全量表相關呈中度

正相關（r = .53, p < .05）。在正念五因素和心理健康之相關中，覺察因數與心理健康所

有維度都呈中度及以上的顯著的正相關關係（.43 < r < .72, p < .05）, 亦即越能對當下經

驗有意識的注意，其心理健康程度越高；另外，描述與社交困擾呈中度的正相關關係（r 

= .50, p < .05），觀察與正向樂觀呈中度的正相關關係（r = .49, p < .05），值得注意的是，

正念因素中的不評價和不反應與成人心理健康各個維度均不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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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正負向情緒、正念程度與心理健康前測之平均數、標準差及 Pearson 相關矩陣 

變項 mean (s.d.)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正向情緒 17.24 (4.57) --              

2.負向情緒 16.67 (3.98) -.02 --             

3.止觀覺察注意 55.29 (10.70) .18 -.33 --            

正念五因素                

4.覺察 24.67 (4.17) .27 -.32 .85*** --           

5.描述 24.81 (4.51) .06 .22 .48* .63** --          

6.不評價 23.10 (5.71) -.04 -.14 .47* .40 .51* --         

7.觀察 27.00 (5.40) .40 .11 .18 .45* .34 -.13 --        

8.不反應 21.09 (2.30) .18 -.20 .53* .50* .33 .11 .45* --       

9.正念全量表 

心理健康 1 

10.生理慮病 

11.焦慮煩躁 

12.社交困擾 

13.憂鬱低落 

14.正向樂觀 

15.全量表 

120.67 (15.28) 

 

17.38 (4.25) 

14.43 (2.87) 

19.48 (5.74) 

19.62 (3.61) 

21.43 (3.75) 

92.33 (15.65) 

.25 

 

.12 

.15 

.19 

.39 

.42 

.32 

-.06 

 

-.37 

-.33 

.43* 

.13 

.07 

.05 

.69*** 

 

.43* 

.60** 

.37 

.40 

.30 

.53* 

.84*** 

 

.43* 

.72*** 

.43* 

.56** 

.48* 

.65** 

.83*** 

 

.14 

.35 

.50* 

.34 

.27 

.43* 

.61** 

 

.08 

.34 

.27 

.14 

-.09 

.19 

.60** 

 

.07 

.32 

.37 

.33 

.49* 

.41 

.58** 

 

.32 

.41 

.28 

.22 

.38 

.41 

 

 

.26 

.60** 

.54* 

.45* 

.41 

.58** 

 

 

-- 

.53* 

.24 

.36 

.50* 

.66** 

 

 

 

-- 

.39 

.46* 

.33 

.65** 

 

 

 

 

-- 

.72*** 

.66** 

.83*** 

 

 

 

 

 

-- 

.71*** 

.85*** 

 

 

 

 

 

 

-- 

.84*** 

註：n =21。由於正念訓練降低參與者在各變項上的個別差異，造成後測分數全距縮小、相關係數受限，故此僅呈現各變項前測之資料。1 心理健康分數越高表示

心理健康程度越高。* p < .05, ** p < .01, ***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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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正念訓練對正負向情緒、正念及心理健康之成效分析 

 

針對全體參與者（n = 21），表3左欄呈現正念訓練課程前、後之正負向情緒、止觀

覺察注意、正念五因素及心理健康各變項上之平均數、標準差、相依樣本t檢定結果及效

果量（E.S. 採用部分eta平方表示，< .09 為小效果、.09 ~ .24為中效果、> .25為大效果，

Cohen, 1988）。 

由結果可知，除正念覺察外，正念訓練顯著降低了參與者的負向情緒，提升了正向

情緒、止觀覺察注意、描述、不評價、觀察、不反應及全量表的分數（p < .05）；同時，

正念訓練顯著改善了參與者的心理健康水準，後測時參與者的正向樂觀與經反向計分後

的生理慮病、焦慮煩躁、社交困擾、憂鬱低落四個量表得分顯著高於前測時（p < .05）。 

從效果量來看，14項顯著的指標中，有5項指標的效果屬於中度（.15 ~ .24），10 項

指標的效果屬於大效果（.26 ~ .66）。依變項來看，正念訓練對正念向度的影響大多屬

於中度效果（.15 ~ .37）；舉例來說，正念訓練可以解釋參與者｢正念不反應｣ 22% 的變

異情形（E.S. = .22）。相對而言，正念訓練對參與者正負向情緒的影響最大，可以分別

解釋正、負向情緒54%、66%的變異；其次，正念訓練可以解釋不同心理健康變項24% ~ 

47%的變異。本研究的結果發現，整體而言，正念訓練對參與者的正念程度具中度的實

質影響，對正負向情緒及心理健康具高度的實質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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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全體、VR+MBI 組、MBI 組在各變項前、後測之平均數及前後測之差異性考驗 

變項 

 全體 (n = 21)   VR+MBI (n = 11)   MBI (n =10) 無母數 

ANCOVA4  

(Quade test) 

 
前測 

Mean (s.d.) 

後測 

Mean (s.d.) 

相依樣本 t 考驗          
  
前測 

Mean (s.d.) 

後測 

Mean (s.d.) 

Wilcoxon 

符號等級考驗   

 
前測 

Mean (s.d.) 

後測 

Mean (s.d.) 

Wilcoxon 

符號等級考驗 

t      E.S.2    Z    E.S.3  Z    E.S.3 F E.S.2 

正向情緒  17.23 (4.57) 20.76 (3.27) 4.86***  .54   17.00 (4.00) 21.09 (3.11) 2.81** .83   17.50 (5.34) 20.40 (3.56) 2.04* .53 0.63 .032 

負向情緒  16.67 (3.98) 10.90 (2.23) -6.19***  .66   18.00 (4.52) 10.82 (2.32) 2.94** 1.00   15.20 (2.82) 11.00 (2.26) 2.41* .85 0.43 .022 

止觀覺察注意  55.28 (10.70) 60.71 (6.36) 2.66*   .26   53.64 (11.46) 60.82 (5.79) 1.74   .59   57.10 (10.06) 60.60 (7.26) 1.72 .53 0.09 .004 

正念五因素                     

  覺察  24.67 (4.17) 26.67 (2.24) 1.86    .15   24.18 (4.77) 27.00 (1.95) 1.08   .32   25.20 (3.58) 26.30 (2.58) 0.99 .25 0.90 .045 

描述  24.81 (4.51) 26.86 (5.31) 2.33*   .21   24.73 (5.06) 27.54 (5.90) 1.74   .59   24.90 (4.09) 26.10 (4.77) 1.34 .47 0.11 .006 

  不評價  23.09 (5.71) 26.24 (4.22) 2.92**  .30   23.09 (3.83) 27.54 (3.44) 2.56*  .65   23.10 (7.49) 24.80 (4.69) 0.84 .22 4.95* .207 

  觀察  27.00 (5.40) 29.29 (4.11) 2.16*   .19   26.45 (6.02) 28.73 (4.58) 1.30   .44   27.60 (4.88) 29.90 (3.66) 1.33 .34 0.24 .012 

  不反應  21.09 (2.30) 22.76 (2.49) 2.38*   .22   20.09 (2.16) 22.36 (2.73) 1.72   .44   22.20 (1.99) 23.20 (2.25) 1.71 .44 0.11 .006 

 全量表  120.67 (15.28) 131.81 (10.22) 3.45**  .37   118.54 (16.26) 133.18 (9.11) 2.09*  .62   123.00 (14.62) 130.30 (11.61) 1.84 .65 2.27 .107 

心理健康 1                    

  生理慮病  17.38 (4.25) 20.43 (3.20) 3.25**  .35   16.64 (4.78) 20.27 (3.77) 1.87   .33   18.20 (3.64) 20.60 (2.63) 1.95 .69 0.27 .014 

  焦慮煩躁  14.43 (2.87) 17.67 (2.67) 3.62**  .40   13.64 (2.94) 18.73 (1.68) 2.86** .97   15.30 (2.67) 16.50 (3.13) 1.13 .34 3.25 .146 

  社交困擾  19.48 (5.74) 21.19 (4.78) 2.63*   .26   19.54 (5.07) 22.09 (3.75) 1.99*  .59   19.40 (6.69) 20.20 (5.75) 1.47 .31 1.94 .093 

  憂鬱低落  19.62 (3.61) 22.19 (2.82) 3.63**  .40   20.45 (3.20) 22.82 (3.09) 2.10*  .62   18.70 (3.97) 21.50 (2.46) 2.32* .71 0.48 .024 

  正向樂觀  21.43 (3.75) 22.95 (1.86) 2.49*   .24   21.36 (3.80) 23.00 (2.19) 1.83   .39   21.50 (3.89) 22.90 (1.52) 1.36 .29 0.002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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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量表  92.33 (15.65) 104.43 (11.11) 4.21*** .47   91.64 (13.02) 106.91 (10.45) 2.85** .67   93.10 (18.83) 101.70 (11.72) 1.94 .64 1.91 .091 

註：1心理健康分數越高表示心理健康程度越高。2 E.S. (effect size) 以 partial eta 平方表示。3以 Kerby（2014）｢簡單差異公式｣（simple difference formula）計算 E.S.：

r = (SF/S) - (SU/S)，其中 SF = favorable 等級總和、SU = unfavorable 等級總和、S = 全部等級總和，此公式相當於配對樣本等級二系列相關。4 Quade Test 為無母數

共變數分析（ANCOVA）（Conover & Iman, 1982）：先將依變項及共變數轉換為等級，再以共變數對依變項進行迴歸，之後再對未標準化迴歸殘差進行變異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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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VR+MBI與MBI之正念訓練在正負向情緒、正念及心理健康成效之差異性分析 

表 3 右邊三欄呈現 VR+MBI 及 MBI 兩組參與者在接受正念訓練課程之前、後各

變項的平均數、標準差及前、後測的差異性分析結果。在考驗各組的前、後測差異上，

由於各組人數屬小樣本（VR+MBI 組 11 人、MBI 組 10 人），故研究者採用無母數

統計方法，採用配對樣本Wilcoxon符號等級Z檢定；於效果量的計算上，Wilcoxon符號等

級Z檢定採用相當於等級系列相關的簡單差異公式（Kerby, 2014），此係數介於-1至+1，

正、負值表示實驗處理對變項有正面、負面效果、0則表示沒有效果（依據相關係數的判

斷準則，小於.30為小效果，.30 ~ .50 為中度效果，大於.50為大效果）。如表3所示，VR+MBI 

組後測結果在15項心理指標中，8項指標顯著優於前測（p < 0.05），且其效果量都達到

了大效果（.59 ~ 1.00）。無 VR 介入的傳統 MBI 組後測结果有3項顯著優於前測結果，

效果量皆屬於大效果（.53~.85）。 

在比較兩組的差異上，採用Quade Test的無母數等級ANCOVA（Conover & Iman, 

1982）考驗在排除前測影響的情形下，VR+MBI及MBI兩組在後測各變項上是否有顯著

差異。無母數等級ANCOVA則採用一般常見的部分eta平方考察效果量大小（< .09 為小

效果、.09 ~ .24為中效果、> .25為大效果）。表3最右邊一欄呈現無母數ANCOVA的考驗

結果及效果量。結果顯示，在排除前測影響力的情形下，VR+MBI組在正念不評價向度

上的改善效果顯著高於MBI組（p < .05），效果量達到中度（.21），其餘14項指標上兩

組不存在顯著性差異。 

綜而言之，不論是傳統實體口語引導或是虛擬實境引導，正念訓練皆能顯著改善參

與者的心理變項分數。其中，VR+MBI對正念不評價向度上的改善效果顯著優於MBI組

（p < .05），效果量達到中度。在其餘14項指標中，VR+MBI組在其中的11項指標，包

括正向情緒、正念覺察和描述等，後測分數都高於MBI 組，其中4個指標上達到中度效

果（.091 ~ .207），但由於兩組差異未達到顯著水準，有無VR介入對各心理變項的效果

需要謹慎看待，有待進一步深入研究。 

 

肆、研究討論 

 

本研究乃是台灣本土首次以正念 VR 訓練探索對正念特質、正負向情緒及成人心理

健康之成效結果的實證性研究。根據研究資料分析進行討論如下。 

 

一、MBI 及 VR+MBI 可增進正念特質及其成效差異 

     

   關於實體正念課程（MBI）及額外參與正念 VR 訓練能否增進正念特質，本研究結果

發現，全體樣本（n = 21）在 7 項正念量測指標中，除覺察指標，其餘 6 項指標後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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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皆顯著優於前測分數；VR+MBI 組在不評價和正念測量全量表的後測分數顯著優於前

測，因此研究結果支持 MBI 和 VR+MBI 可促進正念程度，假設 1 成立。在正念不評價

因素上，VR+MBI 改善效果顯著優於 MBI 組，因此研究結果部分支持 VR+MBI 組增進

成效優於 MBI 組的假設，假設 2 部分成立。這與 Nararro-Haro 等人（2019）研究結果一

致。Nararro-Haro 等人針對 39 位廣泛性焦慮症個案探討有無參與正念 VR（控制組僅實

體正念介入、實驗組額外增加正念 VR 介入），對焦慮症狀改善程度進行調查，結果顯示

兩組在大部分症狀的前後測上呈現中到大效果的改善；而正念 VR 組在正念程度的提升

效果優於僅是實體正念介入組。換言之，本研究結果支持正念 VR 可作為正念訓練的新

策略；以及適合促進成人正念特質的可能性。 

 

二、MBI 及 VR+MBI 可改善正／負向情緒及其成效差異 

 

關於 MBI 及 VR+MBI 能否改善正／負向情緒及其成效差異，本研究結果顯示，MBI

和 VR+MBI 正念課程在提升正向情緒、降低負向情緒均達顯著差異，即 MBI 及 VR+MBI

可改善正／負向情緒，因此假設 3 成立。本研究發現與 Ciere 等人（2019）及 Galla（2020）

等人探索正念特質與情緒相關研究結果符合。Ciere 等人（2019）研究偏頭痛患者經正念

訓練後，正念特質中不反應程度較高者，負向情緒表現減弱。Galla 等人（2020）研究青

少年情緒健康與正念訓練之結果指出，正念特質中不反應程度越高，對環境訊息的刺激

較少內化、較低負向情緒感知及更高正向情緒。然而，本研究則進一步指出正念 VR 對

改善正負向情緒亦具介入效果，且額外增加的正念 VR 訓練，優於僅僅接受實體正念課

程的結果。換言之，在改善成人正負向情緒方面，本研究結果支持正念 VR 介入可作為

新的助人工具。 

對於假設 4，雖然 VR+MBI 組後測正向情緒的得分高於 MBI 組，負面情緒得分低

於 MBI 組，但兩組差異未達到顯著水準，即 VR+MBI 對正／負向情緒的改善效果並未

顯著優於 MBI 組，因此未能支持研究假設 4。 

 

三、MBI 及 VR+MBI 可促進成人心理健康及其成效差異 

 

本研究擬調查 MBI 及 VR+MBI 能否促進成人心理健康及其成效差異，對於成人心

理健康指標，本研究量測之焦慮煩躁意指個體主觀情緒呈現非特定擔心，包含憂慮未來、

獨處焦慮、煩躁不安及擔心不幸事件等心情；憂鬱低落意指悲傷、消沉、頹喪、自殺念

頭等不愉快情緒的綜合心理狀態；生理慮病意指個體在情感與認知上對身體感到憂慮，

和抱怨身體疲倦、頭痛、下背痛等困擾。對於假設 5，即本研究假設 MBI 及 VR+MBI 均

可促進成人心理健康，結果發現，VR+MBI 組後測時在 6 項心理健康指標中，有 4 項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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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顯著優於前測時的得分（焦慮煩躁、社交困擾、憂鬱低落、心理健康全量表），且均

達大效果，這意味著 VR+MBI 課程顯著改善了參與者的心理健康水準；在實體正念組

中，參與者後測時的憂鬱低落程度得到了顯著改善，且達大效果；因此總體來說，假設

5 得到了支持。針對達大效果項目之研究結果，與既有許多相關研究資料發現一致。包

括 Thomas 等人（2016）採用八週正規 MBSR 課程介入，結果表明 286 位大學生經介入

後，其焦慮及憂鬱程度均達顯著效益；Serpa 等人（2014）研究 79 名處於高壓環境軍人

經 MBSR 課程介入後，其焦慮、憂鬱和自殺念頭顯著減少；本研究結果資料亦顯示焦慮

不安、憂鬱低落、自殺念頭等相關分數呈下降；顯示本研究兩種介入方案對改善憂鬱、

提升成人安閒自在與開朗喜悅之心理健康具正面效益。另外，Millegan 等人（2019）以

正念為本設計身心醫學（Mind-Body Medicine, MBM）方案，研究發現 MBI 介入八週後

對在職及退伍軍人焦慮、壓力感知及疼痛管理均有顯著效益；該研究指出受試者經正念

訓練介入後對身體疼痛抱怨程度下降；本研究量測身體不適資料包含頭痛、腸胃、痠痛、

疲倦、胃口及睡眠不佳等，其結果顯示本研究介入方案對身體不適現象具改善效益。 

 此外，陳秀蓉等人（2019）回顧台灣近十年（2007〜2017 年）有關正念效果研究含

期刊與碩博論文計 45 篇，經綜合分析內容後指出正念練習多能提升參與者之心理健康

與適應，但缺乏探討正念介入與社會連結之效果研究。而本研究資料結果，則包含量測

參與者與社會關係互動之困擾程度，資料顯示 VR+BMI 介入後，對參與者與他人建立關

係和社交表達方面達大效果。此外，本研究結果與陳承志（2016）探討六週正念舞蹈治

療團體對 15 位成人心理健康影響結果類似，該研究顯示比較參與者前後測分數發現，

於正念程度、焦慮煩躁、社交困擾及正向樂觀均有提升；唯介入方案之不同在於，本研

究另亦提出正念 VR 訓練，並累積了正念 VR 可作為促進成人心理健康、正念程度、及

改善正／負情緒的實證性資料。 

儘管已有研究指出正念 VR 介入可降低創傷後壓力症狀（Mistry et al., 2020）、改善

死亡焦慮（Fahiminia et al., 2019）、降低社交焦慮（Nolet et al., 2020）、緩解邊緣性人格

疾患情緒不穩（Nararro-Haro et al., 2016）等研究支持。然而，本研究另亦比較實體正念

課程與額外接受正念 VR 訓練結果的差異性，並假設 VR+MBI 組成效優於 MBI 組。無

母數 ANCOVA 結果顯示，兩組後測分數沒有顯著差異，因此假設 6 沒有得到本研究的

結果支持。這種情況可能是由於受試量太小導致的，本研究只有 VR=MBI 組 n=10、MBI

組 n=11 個被試，已有許多研究發現，p 受到受試量大小的影響很大（Nakagawa & Cuthill, 

2007；Rosnow & Rosenthal, 2009），樣本量較少時，容易導致統計功效不足，提高第二

型錯誤的發生概率（Cohen,1988; Pocock, & Stone, 2016）；同時，本研究發現在 6 項心

理健康指標中，儘管無顯著差異，VR+MBI 組有 5 項指標的後測得分高於 MBI 組，且

其中 3 項達中效果，而效果量基本上不受樣本容量大小的影響（鄭昊敏等人，2011），

這在某種程度上支持了兩組差異不顯著可能是由於被試樣本量過小的猜想。因此，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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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謹慎看待當前無母數 ANCOVA 的研究結果，同時，在未來的研究中需要納入更多

被試進行重複驗證。 

另外，本研究受限於樣本數小，四支正念 VR 影片所引發情緒並未被探索，其如何

影響後測之正負向經驗、正念程度及心理健康之機制尚待釐清。因此，建議未來研究可

增加樣本數，及針對目前這四支正念 VR 影片所引發情緒更進一步探索，以真正了解虛

擬實境自然環境所進行之正念訓練，對成人心理健康、正負情緒及正念程度等影響之可

能因子。 

 

伍、 結論 

  

    本研究發現傳統正念減壓實體課程以及虛擬實境正念介入方案均可促進成人心理

健康、改善正／負向情緒、增進正念心智能力。然而，本研究貢獻主要在於探討以 VR

所設計之正念訓練，不僅適用於改善成人心理健康，包括降低焦慮煩躁，改善社交困擾

及憂鬱低落現象；亦可能提供對接受傳統正念訓練有困難者一種介入的新策略。儘管可

能由於樣本量較小的原因，本研究正念VR訓練只在某些指標上顯著優於傳統正念訓練，

本研究仍對改善成人心理健康開啟新的助人途徑。另外，本研究乃針對一般成人接受虛

擬實境正念訓練的效果進行探究，對於是否可延伸應用在其他年齡層的族群，均須未來

進一步探討。本研究發現的重要性在於虛擬實境正念訓練可促進一般成人心理健康及增

進正念程度。本研究限制為由於實驗空間有限，受試量太小；然，本研究實驗設計長達

八週，而受試者並未流失，顯見本實驗課程對參與者應具吸引力；因此，未來將嘗試透

過相同實驗課程帶領更多受試者參與本研究，以改善因為受試量過小所導致結果不顯著

的限制。建議未來可通過增加受試量以及針對不同年齡或精神疾患個案進行進一步的探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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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s of Virtual Reality-Based Mindfulness Training on Adults’ 

Mindfulness, Emotions, and Mental Health: A Preliminary Study 

 

Ching-Hui Hong*  Lily Chang 

Abstract 

This study aimed to evaluate the effects of mindfulness training with and without virtual 

reality on adult mindfulness, emotions, and mental health. Although virtual reality (VR) is 

increasingly popular and VR-based mindfulness intervention has produced encouraging results 

in treating anxiety, pain, and dysfunctional emotions, few empirical studies have been 

conducted in Taiwan. Therefore, four VR mindfulness films were developed and used in a 

seven-week training session. Twenty-one adults were recruited and randomly assigned to two 

group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n = 11) received VR and face-to-face mindfulness training, 

and the control group (n = 10) received only face-to-face mindfulness training. While the 

participa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ceived VR training,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only the same oral instructions and background music provided for the VR group. Mindfulness 

Awareness Attention Scale, Five Facet Mindfulness Questionnaire, Scale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Experience, Adult Mental Health Scale, and Sense of Presence Questionnaire were 

used in this study.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impact of mindfulness training with and without 

virtual reality on adult mindfulnes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participants’ negative emotions and 

increased their positive emotions, degree of mindfulness such as mindful attention awareness, 

description, non-judgment, observation and non-reactiveness to inner experience, and their 

mental health. Moreover, the impact of VR mindfulness was greater than the impact of face-to-

face mindfulness training in some ways. The research implications, limitation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future studies wer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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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智慧中的不執著在悲傷心理治療歷程的應用 

 

簡瑩儀 蔡俞鈞 夏允中* 

 

摘要 

    當前悲傷復原理論大多由西方學者所創建，鮮少有含攝儒釋道觀點下的悲傷復原觀

點，本篇論文則補足過往未提出將佛法智慧應用於悲傷心理治療歷程。本文先探討佛法

的核心智慧為「無自性」，當人將自己的情緒、想法、肉體等部分，視為是有自性的、具

有獨立且恆常存在的性質，就會產生自我執著，衍生出身心煩惱。佛法生死觀中的不執

著有兩大智慧，包含正視死亡，把握時間修行以及朝向不執著，可以用來克服悲傷。從

佛法智慧與悲傷復原的相關研究，則發現若能促進臨終者及其家屬朝向不執著的心態，

放下對彼此的牽掛，將能協助臨終者較能安詳離世，家屬也能有較好的悲傷復原。本文

接著提出佛法智慧中的不執著在悲傷心理治療歷程的應用，包含三個心理治療目標、心

理治療歷程、對心理治療師的要求、適用個案的條件以及心理治療師與個案的關係，其

中心理治療歷程包含五步驟，步驟一：評估個案的不善心所（與悲傷相關的自我執著種

子）與善心所（邁向不自我執著的種子），並協助其覺察自己所升起的悲傷反應中有哪些

不善心所、善心所；步驟二：評估與吸收佛法智慧，治療師藉由分享佛法的生死智慧，

協助個案面臨重要他人的逝世過程與逝世後的悲傷；步驟三：引導個案適時採用下列四

種方法與行動，包含接納個案自己與其重要他人面對死亡所產生的情緒、協助個案在重

要他人逝世前與其處理未竟事宜、鼓勵個案與其重要他人分享面對死亡的智慧與誦經助

念；步驟四：減小或消除個案的不善心所，治療師陪伴個案總結在悲傷經驗中所茁壯的

善心所，並鼓勵個案持續增強善心所，以削弱不善心所；步驟五：朝向自性覺醒。本文

有兩大貢獻，第一是提出佛法智慧中的不執著在悲傷心理治療歷程的應用；第二是透由

佛法智慧的觀點，找出個體在面對重要他人臨終前或離世後常見的悲傷執著成因，共十

三個不善心所，在心理治療中能藉由增強不自我執著的十五個善心所，來削弱這些自我

執著的不善心所，協助個體悲傷復原。最後本文提出限制與未來研究方向。 

 

關鍵字：不執著、佛教、善心所與不善心所、無自性、悲傷心理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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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大部分人的悲傷是能自行療癒的，但是部分個體仍會出現一些悲傷調適困難，甚至

是複雜性悲傷，明顯干擾其人際、工作、身心健康等生活適應功能（Burnett et al., 1997; 

Neimeyer et al., 2002），這時候就需要悲傷心理治療的介入，來協助個體恢復身心平衡。

從失落事件發生到個體恢復身心平衡的中間時期為悲傷復原歷程，西方學者們在研究悲

傷復原時，紛紛提出所觀察到的運作模式，Hamilton（2016）提及最早由 Freud 提出悲

傷是個體面對失落事件的正常反應，當生者能撤回與逝者的連結，並建立新的依附關係

時，才算完成悲傷復原。Kubler-Ross（1969）觀察到人的悲傷歷程會經驗五階段模式，

包含否認、憤怒、討價還價、憂鬱和接受，Worden（2018）認為悲傷過程是人生發展必

須學習課題，個體若能主動執行悲傷任務，包含：接受失落的事實、處理悲傷的痛苦、

適應一個沒有往生者的世界、將情感從往生者身上移開並投注另一段關係、在參與新生

活中找到一個和往生者永恆的連結，才能逐漸達成悲傷復原。 

    黃光國最早於 2009 年在美國諮商心理學會（American Counseling Association）出版

的學術期刊《Counseling Psychologist》中提出心理治療師在儒釋道文化下為個案進行服

務時，要特別注意文化敏感性，其中有提及將佛法智慧應用在心理治療的必要性（Hwang 

& Chang, 2009）。目前本土化的佛法心理治療理論有夏允中（2020）在佛法無我智慧的

基礎上，所發展出來的自性覺醒心理治療理論與歷程，可用來協助被各種身心煩惱困擾

著的個案，以及王明雯（2020）提出以禪宗心性觀的智慧為基礎來建立自性認同、實踐

自性潛能等自我修養方式，可應用於增進特教生的心理健康。 

    其次，現今本土化的悲傷療癒理論則有李秉倫等人（2015）所提出的儒家關係主義

和諧哀傷療癒理論，以及鍾文佳等人（2019）提出儒釋道喪禮儀式的悲傷療癒歷程模式，

兩者皆提及在協助悲傷失落的當事人時，陪伴其找到與「天鬼神」、「往生者」關係間的

和諧平衡，是促進悲傷調節的重要因素。 

    然而，前述的學者們並未以佛法智慧中的不執著觀點來看待悲傷，因此本文就是要

來補足此限制，期待了解不執著在協助個體面對失去親人的悲傷失落時，治療師能採取

的佛法智慧觀點與介入。佛法智慧中對於人的生死有其獨樹一幟的觀點，認為人應該正

視死亡，把握時間自我修養（宗喀巴大師，1405/2009），讓自己朝向不執著的境界才可

以轉化悲傷（Shiah, 2016），除了能提供人更廣闊的觀點看待生死，甚至可能引發對自己

與他人有長遠利益的修養行為，達成悲傷復原以及更多內在的平靜與滿足。 

     近年來黃光國呼籲國內諮商心理師與當事人進行合作時，須考量其身處儒釋道文

化脈絡的影響，尤其佛法智慧又深植華人文化（Hwang & Chang, 2009），因此佛法智慧

非常適合作為悲傷心理治療理論。其次，夏允中曾提出英文版無我理論，認為佛法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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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任何文化中被應用（Shiah, 2016），此點可從近年來汲取於佛法智慧的與正念相關的

心理治療法在全球各地被推行，以及產生諸多正向療效可驗證（Brown et al., 2007; Brown 

& Ryan, 2003; Khoury et al., 2015）。基於以上兩點，本文所提出佛法智慧中的不執著在

悲傷心理治療歷程的應用適用於台灣。   

    此外，本文所提出之模式，除了可用來協助一般悲傷調適困難的個案外，仍可依治

療師之訓練與執業場域應用於協助複雜性悲傷個案。其次，由於個案需要進行長期的不

執著修養，轉化悲傷等自我執著煩惱的能力才會深化及穩固，這對個案來說也是一種能

協助其正向人格重建與統整的心理治療，故本文將佛法智慧的不執著應用範圍定義於悲

傷心理治療。 

    以下，本文將依序介紹佛法的核心智慧：無自性、佛法智慧中的痛苦根源：自我執

著、佛法生死觀的智慧、悲傷執著的成因與解決方法、佛法智慧與悲傷復原的相關研究，

最後則改編自夏允中（2020）佛法自性覺醒心理治療歷程，而提出悲傷心理治療歷程來

說明如何應用佛法智慧中的不執著。   

 

貳、 佛法的核心智慧：無自性 

  

    自性一詞的定義，源自於漢傳佛教的第一部經典壇經中的一個故事：六祖禪宗惠能

在理解五祖禪宗弘忍給他的暗示後，半夜依約來到五祖禪宗的房間，五祖禪宗特別為他

開示《金剛經》，當念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時，六祖禪宗完全徹底地自性覺醒，並

說出以下五句話來說明自性為：「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

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 

    相對於西方一神文明下的自我觀，重視維護、滿足與強化自我（Cohen & Hill, 2007），

佛法的核心智慧則為無自性，意指無任何人、事、物能獨立且恆常存在，相信透由解構、

削弱自我的執著，也就是弱化以為有不變或獨立存在的自我感，並在生活中積極地運用

無自性的自我，進行符合佛法智慧的修養，而能逐漸恢復我們原來的本性，因而最終能

達到個人與環境之間的和諧關係，協助個人即使在遇到困境時，依然可維持良好的心理

社會平衡（夏允中，2020；黃光國等人，2016）。 

    無自性涵蓋的佛法智慧有「無常」與「無我」，「無常」意指萬物萬事都依循成、住、

壞、空四階段無始無終地反覆循環，唯一的不變就是沒有任何人、事、物是永恆不變

的（一行禪師，2008/2017；索甲仁波切，1992/2006）。達賴喇嘛提到佛陀解釋「十二

緣起」時說道：「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第十四世達賴喇嘛，2020/2020），此

句話揭示當我們深入地觀察無常時，就會發現所有人、事、物皆符合緣起緣滅，一切

都是由眾多我們難以全面洞悉的因緣交互作用下，暫時聚合及生成眼前此刻所接觸的

現象，因此當任一因緣變化，原有的現象也會隨之改變，甚至最終消逝（Shiah,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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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我」則意指沒有任何事物具有獨立存在或自我，任何事物都必須與其他一切相互依

存（一行禪師，2008/2017；第十四世達賴喇嘛，2015/2015），像是花必須由陽光、空氣、

水、土壤、園丁等構成，並沒有所謂的有一個獨立的花的概念或物質而存在；每一個「我」

也必須依靠許多非人類的成分才能存在，包括陽光、空氣、水、森林、河川、山脈、動

物、植物等，因此也沒有獨立的我的概念或物質存在著（夏允中等人，2018；第十四世

達賴喇嘛，2020/2020），若把所有人、事、物的所有組成元素追溯到源頭，就會發現原

本所討論的人、事、物的概念早已不存在（一行禪師，2008/2017）；《金剛經》：「凡

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因此我們眼前所有人、事、物的相

都是虛妄的，一切皆為緣起性空（Shiah, 2016; Shiah, 2021）。 

    綜合來看，我們會發現無常、無我的內涵是一致的，因為所有事物無法在相續的

兩個剎那間維持不變，因此無任何事物可稱為恆常不變的「我」。佛法認為個體要如何

維持身心安樂，甚至是達到終極圓滿的平靜與快樂，全都需要立基於無常、無我的原則，

也就是無任何一人、事、物獨立且恆常存在的「無自性」核心智慧的思維與實踐，才能

逐步完成。 

   

參、佛法智慧中的痛苦根源：自我執著 

 

根據《雜阿含經》及《阿毘達摩》中提及「執著」意指對想法、感覺、人、事、物

緊抓不放，並認為人所有的煩惱情緒都根源自執著的信念。《入中論》云：「慧見煩惱諸

過患，皆從薩迦耶見生，由了知我是彼境，故瑜伽師先破我。」此處薩迦耶見意為執著，

是指個體將所擁有的情緒、想法、心理機制、意識、肉體等，視為這是「我」的信念，

並認為這個「我」具有「自性」的獨立且恆常存在的性質，而當個體以自認為獨立且恆

常存在的「我」緊緊抓取某人、事、物，且無法鬆綁時，就會產生煩惱情緒。也由於執

著的概念是建立在相信「我」獨立且永遠真實存在的基礎上，所以又稱作「我執」、「自

我執著」。 

    《釋量論》云：「有我則知他，我他分執瞋，由此等相繫，起一切過失。」說明了當

自我執著產生時，會開始以自我的觀點區別自己與他人，符合我心意的就產生貪戀，違

逆我所期待的就升起瞋怒的信念，造化出種種煩惱情緒。佛法中還發現執著其實遍佈在

我們人生的眾多時刻，像是當我們產生自我執著，認定有一個獨立且永恆的我存在時（我

相），會造化出分別心，從種族、親疏、年齡、性別、膚色、貧富、美醜等標準來看待及

區別其他個體（人相），甚至類化此模式，也以分別心看待、對待其他動物、植物等，難

以平等對待及關心其他生命，如此會窄化、扭曲人認識世界的視角，認為自己的生命以

出生為起點，以死亡為終點，因而喜生厭死（壽者相），因此《金剛經》向我們揭示應

「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練習放下對以上四者的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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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雜阿含經》亦提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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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為人因色、受、想、行、識，此五蘊而執著於有形之物（色），才產生煩惱與痛苦，

然而不論五蘊或前述具有「相」的我、人、眾生、壽者都是屬於本質無自性的有形之

物，若我們緊緊抓取著，並以扭曲偏頗的視角看待，除了會讓人當下身心失衡外，若此

狀況反覆發生，煩惱對個體的身心影響將可能越來越強烈，最後做出傷害自己與他人的

行為（第十四世達賴喇嘛，2012/2012）。因此，佛法認為若要徹底解決煩惱情緒，就必

須採取破除自我執著的方法，將內心逐步調整至不執著的狀態（第十四世達賴喇嘛，

2017/2017a）。   

    不執著（nonattachment）在西方學者 Sahdra 等人（2010）的定義中是一種擁有彈

性（psychological flexibility）及不固著（lack of fixation）的心理狀態，使個體並不會僵

固（not being stuck or fixated）於其所感知的對象（sensory objects），包含人、事、物、

環境、想法或意念等，但並非意味著疏離、冷漠、不參與，而是關注當下所知覺的對

象時並不攀附（grasping）、不貪著（clinging），接納此時卻不多作反應（Sahdra et al., 

2010）。一個具有不執著心理狀態的人，在待人處事時較不會固著於事情表面的想法

或意念，能看清楚自己真正重視的是什麼，因此更能自主地做出選擇，不需要透由外

在事物或對象來滿足心理需要（Sahdra & Shaver, 2013）。 

    然而，比起西方學者對不執著的理解，源自東方佛法智慧中的「不執著」則須以

佛法無自性的脈絡來作更深入詮釋，意指個體透由思維無自性的智慧，並落實在每一

個生活的當下，不僵化在某種思考觀點上、固著在某種經驗模式，練習放下對人、事、

物能恆常不變的錯誤認知連結，並能以佛法的生死觀來理解生命（一行禪師，2008/ 

2017；索甲仁波切，1992/2006），而獲得更多內在的平靜與滿足。甚至當我們能更進

一步不執著於有、無、生、死、存在、不存在等所有的分別與概念，如《心經》云：

「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將能更深刻地

體會生命，了解所有存在的事物本質皆為空，逐步朝向佛法所認為真實且永恆的快樂，

達到無我境界（第十四世達賴喇嘛，2015/2015）。因此，「不執著」可說是建立在佛

法空性智慧上的的生死認知、人生態度與修養方式。 

    佛法智慧認為當人不能理解或接受無自性的一切人事物運作法則時，將容易產生自

我執著，衍生出身心煩惱，不執著則是當人理解此無自性的生命真相後，所採取的最能

讓人感到內在平靜、滿足的視角與行動。因此本文將主要採用以消除自我執著來處理人

生最不能接受的死亡事實產生的執著與其所帶來的悲傷。 

 

肆、佛法生死觀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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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法的核心精神，其實就是一套教導人面對生死的智慧，其根源於兩千五百多年前

在印度北方的小國迦毘羅衛，當時的悉達多王子因為有感於自己與眾生在生、老、病、

死中不斷受苦，為了徹底解決這個問題，他決心捨棄王室的一切，走上修行，經過許多

世的修練，最終在西元前六世紀達到自性覺醒的境界（一行禪師，2006/2016）。 

    佛陀及其弟子、歷代祖師，將其修行成佛的知識與實踐方法傳承至今，仍不斷地被

許多人們重視與學習著，期待人能以此智慧持續精進內在修養、削弱煩惱，獲得更穩定

平靜的力量，以更全面的視角看待及處理重要他人與自己的死亡。經本文整理後，認為

佛法看待生死有兩大智慧：  

 

一、正視死亡，把握時間自我修養 

 

    《菩提道次第廣論》是被普遍認定能掌握佛法「文化系統」的早期經典之一（夏允

中，2018；第十四世達賴喇嘛，2012），當中記載著珍貴的佛法智慧原貌與深層智慧。而

在《菩提道次第廣論》中強調我們應該透由「思決定死」、「死無定期」、「死時除法而外

餘皆無益」三根本之九個因相，來體認與修習「念死無常」，以好好為死亡做準備（宗喀

巴大師，1405/2009）。以下將分別說明「思決定死」第一根本之第一至三因相、「死無定

期」第二根本之第一至三因相與「死時除法而外餘皆無益」第三根本之第一至三因相： 

 

（一）第一根本──思決定死的第一至第三因相 

    思決定死的第一因相為「思惟死主決定當來，此復無緣能令卻退者。」意指人必定

會面臨死亡，沒有任何因緣可以阻止死亡的發生，而當年已修行至圓滿智慧的佛陀也示

現涅槃相，離開世間，以警醒世人。 

思決定死的第二因相為《入行論》提到「晝夜無暫停，此受恆損減，亦無餘可添，

我何能不死？」描述著人從出生以來，性命就不分晝夜、時時刻刻都在持續流逝，每一

秒過後，我們就離死亡更近一步，但我們卻鮮少正視這個真相。《普賢菩薩警眾偈》亦

云：「是日已過，命亦隨減，如少水魚，斯有何樂？」，也警示人們生命將隨著時間一天

天的流逝，若不正視此一真相，屆時當死亡降臨時就像魚兒失去水的滋養，等著我們的

只有痛苦的垂死掙扎。  

思決定死的第三因相為「思於生時亦無閒暇修行妙法，決定死者。」則反映了大多

數人常努力為了學業、家庭、事業打拼了大半輩子，但因此沒能騰出時間好好修行，導

致當無常的死亡發生時，總是措手不及，徒留諸多遺憾（宗喀巴大師，1405/2009）。 

 

（二）第二根本──死無定期的第一至第三因相 

死無定期的第一因相為雖然大多數人能從人類平均壽命推估自己可能活多久，但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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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自己確切的死亡時間，因此人常常努力累積此生的各種所需，就忘了也需要為死

亡乃至於下一生作好準備。 

死無定期的第二因相為維持生命續存的「活緣甚少，但死緣極多」，佛教認為不論活

緣或死緣皆由許多不同的因緣形成，然而這些因緣何時俱足、何時消滅，卻不得而知。

我們也許會將進食視為我們可掌控的活緣，然而目前許多食物都有化學添加物或農藥殘

留的問題，若不小心，我們原本以為的活緣，實際上卻可能是死緣。 

死無定期的第三因相，則是認為一旦死緣俱足，人的身體是禁不起打擊，只能任由

死緣主宰的。即使身體目前因四大元素（地、水、火、風）的平衡而健康，但身體形成

時同時也已經擁有耗損它的因緣，只是不知何時死緣俱足，所以我們大部分人可以說是

死無定期。 

在佛法念死無常的修習中，思惟死無定期的這三個因相通常最能啟發人的動機，從

此刻就開始修習正法來自我修養，因此可多加思惟（宗喀巴大師，1405/2009）。 

 

（三）第三根本──死時除法而外餘皆無益的第一至第三因相 

死時除法而外餘皆無益的第一至第三因相，分別是思維死亡來臨時，我們被迫捨棄

所有親友，親友即使深愛我們，也無法給予我們任何協助挽救生命；其次，則是思維死

亡時，我們再怎麼珍惜喜愛的財物，也無法帶走，同時對我們的死亡也無一幫助；最後，

就是思維死亡時，我們使用了好幾十年的身體也無法帶走，死亡無情地迫使我們與此世

努力經營與維護的所有一切分離，當下對我們有幫助的，只有自己良善的心念，能跟隨

意識的續流到後世，因此認真學習佛法，並努力修善斷惡，才能真正幫助自己（宗喀巴

大師，1405/2009）。 

    念死無常的根本一到根本三，為人們揭示大多數人習慣性忽略死亡的真相，並循序

漸進地介紹死亡的必然性、難以掌控性，以及其所帶來的痛苦，因此佛法建議人們可透

由死隨念，在生活中時常提醒自己：「每一個生命都將面臨死亡，我也不例外、死亡降臨

的時間充滿不確定性」，來維持人們學習佛法智慧的動力。帕澳禪師（2009）亦提及不淨

觀（梵語：a-śubhā-smrti，巴利語：asubhānupassin）的練習，包含思維人類身體的組成、

觀想人類在死亡後，身體逐漸腐敗、被大自然分解消失的過程，是認識死亡真相更進階

的練習，被認為是幫助人對治貪欲，放下對在生命消逝後，所有帶不走的人、事、物的

好方法。以上這些概念本文都會包含到後續會說明的悲傷心理治療歷程中。 

 

二、朝向不執著，才可以轉化悲傷 

 

    佛法認為若個體在生活中緊抓著本質無自性的人、事、物，陷入自我執著的狀態中，

僵化於某一個看待人我與世界的觀點，將會產生更多煩惱與痛苦（Hwang & Chang, 200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2%B5%E8%AA%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B4%E5%88%A9%E8%AA%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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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執著或逃避人不會死與執著在逝去的人身上，都會造成悲傷的來源，自我執著造成

的原因可以用佛法智慧當中的「十二因緣」，來簡要說明： 

    龍樹菩薩所著的《大智度論》中提到：「十二因緣生法，種種法門能巧說，煩惱、業、

事法，次第展轉相續生，是名十二因緣。是中無明、愛、取三事，名煩惱；行、有二事，

名為業；餘七分，名為體事。是十二因緣，初二，過去世攝，後二，未來世攝，中八，

現前世攝。是略說三事，煩惱、業、苦，是三事展轉更互為因緣：是煩惱業因緣，業苦

因緣，苦苦因緣，苦煩惱因緣，煩惱業因緣，業苦因緣，苦苦因緣，是名展轉更互為因

緣。」從以上引述，可瞭解到龍樹菩薩將十二因緣，以時間向度分為過去、現在及未來

三世，這是因為緣起性空，因為自性的本質是空的，然後因緣聚合，產生了自我的意識，

所以佛法認為自我意識的存在是從過去來到現在，並會繼續往未來延續（第十四世達賴

喇嘛，2012），其中諸行屬於過去世；識、名色、六入、觸、受、愛、取、有無屬於現在

世；生、老死屬於未來世，三世會不斷地往前輪轉。無明意指自我的意識蒙蔽了自性，

處於不是自性本空的境界（第十四世達賴喇嘛，2012; Shiah, 2016），我們在過去累世因

對無自性的萬事萬物運行真相沒有理解所形成的自我執著，將導致我們在身、口、意（心

念）上執著於某些人、事、物，並造化出相對應的無明狀態，無明狀態接著形成業（諸

行），因此產生了這輩子的識（業識），識而生名色（心理與物質現象）、名色而生六入

（眼、耳、鼻、舌、身、意）、六入而生觸（外境接觸）、觸而生受（苦、樂的感受）、受

而產生愛（對境產生厭離或愛欲）、愛而產生取（追求、執取）、取而產生有無（業因完

成）。如此，自我執著會不斷地輪迴，要打破這樣的輪迴的唯一方法就是在「受」的階段，

不用自我執著方法來接收與解釋所面對的情境（Shiah, 2021）。因此本文要利用這個原理

來朝向不執著的感受境界，才可以轉化悲傷。 

    死亡可說是人類所有執著人、事、物的最大毀滅，令人感到強烈的恐懼，尤其會對

臨終者其及家屬產生極端的痛苦（夏允中、越建東，2012），這些心理與生理痛苦，包含

了「種種身心燒燃」之苦（大目犍連尊者，659/2011）與遍布「身心壯熱煩惱憂慼」的

強烈感受（佛陀再傳弟子，398/2011）。 

    消除自我執著可以採用消除自我執著的種子與增強自我不執著的善種子，這些種子

在佛法稱作心所（洛桑嘉措，2012），當一個人能在生活中保持自我覺察，善用無自性的

特性，持續壯大善心所來累積內在的平靜與滿足，削弱不善心所來減少煩惱憂愁，來改

變有無限可能的自我，來實踐不執著及利他的修養，平時生活中將能感受到更多的內在

平靜與滿足，才更能在死亡的巨大失落真正來臨時，因為早已有所準備，所以不會感到

手足無措（索甲仁波切，1992/2006），不需要藉由執著、緊抓著某些人、事、物來自我

安慰，而是較能無所畏懼地放下必定要割捨的人、事、物，較能安詳平靜地離世（第十

四世達賴喇嘛，2015/2015）。 

    綜合以上，我們可以發現佛法視死亡為人類無法逃避的終極失落經驗，同時也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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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決受苦的修養方法，就是破除無明的自我執著。因此，不執著可說是蘊含佛法智慧

的生死認知與人生態度的實踐策略，不論從生命的哪一個階段，即使是臨終前開始練習

不執著的修行，都能有機會轉化自己的悲傷煩惱。故本文以不執著作為協助個體解脫愛

別離苦所引來的各種悲傷調適困難及複雜性悲傷。 

    朝向不執著的實際操作部分是削弱不善心所與增強善心所，因此本文接著說明此部

分。 

 

伍、悲傷執著的成因與解決方法：削弱十三個成因（不善心所）與增強十五個善心所 

 

失去重要的人、事、物，對許多人來說都會在身體、情緒、認知上產生一連串的失

落反應（Bowlby, 1998），提出階段論、任務論的西方學者認為這些反應大多數為否認、

憤怒、逃避、憂鬱、悲傷、想念、不捨、罪惡感（Kastenbaum, 2008; Kubler-Ross & Kessler, 

2005; Worden, 2018），而在本土儒釋道信仰下的個體，面對親人臨終前或離世後也會出

現相似的悲傷、憤怒、自責、罪惡感（釋岳慧等人，2008）與不捨不忍（萬金川，2000），

同時亦有學者指出國人比起其他文化脈絡下的個體，在面對重要他人臨終前或離世後可

能會出現較多的擔心掛念、失依不完整感、害怕恐懼等悲傷表現（李秉倫等人，2015；

何長珠，2008）。 

    佛法認為人有 24 個不善心所，這是造成我們執著與不愉快情緒的成因，從佛法角

度來看，面對重要他人臨終前或離世後，個體所出現的悲傷等非常不愉快的情緒，都是

自我執著，若可以從削弱這些自我執著的種子（不善心所）著手，將能減少悲傷等情緒

的增長。綜合前述的探討，在佛法的 24 個不善心所中，我們試找出國人在失落經驗中

較常有的悲傷、憤怒、自責、不捨、擔心掛念、失依不完整感、害怕恐懼等情緒，並整

理出來造成這些悲傷情緒的成因共有 13 個不善心所，詳細的說明請見（表 1）。據我們

所知，本文是首次將悲傷的成因用佛法智慧中的 13 個不善心所來詳細說明。 

 

表 1 

悲傷成因的不善心所  

不善心所名稱 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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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面對重要他人臨終前或離世後，個體可能會感受到被拋

棄、失去依靠，進而產生憤怒的情緒，甚至做出傷害自己或他

人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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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面對重要他人臨終前或離世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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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會讓人一直想到未來自己會失去依靠，沒有對方該如何繼

續生活下去，或者非常擔心親人往生的去處，而備感煩悶懊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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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個體可能會覺得為何是我的重要他人生病、死

亡，嫉妒其他人的重要他人長壽、有健康的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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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個體原先沒有對其重要他人負起照顧、撫養責任，

然而在其重要他人臨終前或離世後，仍依然故我，不聞不問。 

無愧 恣意行惡，不顧佛法的智慧所勸戒不要做的行為。例如：個體

在重要他人臨終前或離世後，仍然不聽從重要他人的勸告，執

意持續從事非法且不符合佛法智慧中的五戒（不殺生、不偷盜、

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的行為。 

不信 內心不清淨，對於佛法不能接受與樂於學習。例如：因個體還

不能接受與樂於學習佛法中關於死亡的智慧，因而面對重要他

人的離世或臨終前的階段，備感慌張無措，不知道如何面對。 

懈怠 懶惰不精進於自性的覺醒。例如：當一直沉浸在重要他人離世

或臨終前的悲傷、自責、憤怒、無依靠的情緒中，個體很可能

就會忘卻應該持續串習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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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當個體持續陷入

重要他人的離世或臨終前的悲傷、罪惡感、孤單的情緒時，可

能會導致個體身心昏沉、憂鬱，而減退學習佛法智慧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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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個體在重要他人臨終前或離世後，可能

出現處心積慮爭奪其遺產，而並不關注如何協助重要他人放下

罣礙與安詳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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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當重要他人臨終前或離世後的

悲傷、罪惡感、孤單、憤怒等情緒一直存在時，可能會讓個體

難以時時刻刻覺察自己的內在狀態，以及運用佛法智慧來轉化

自己的悲傷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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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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重要他人臨終前或離世後，個體內在可能一直盤旋著

擔心逝者的去處、自責沒有盡到孝道、未來自己失去依靠，該

何去何從等的想法，身心備感疲憊與苦惱。 

不正知 沒有正確佛法的智慧。例如：在重要他人臨終前或離世後，可

能因為尚未接觸佛法智慧，或者沒有正確理解、不夠熟悉佛法

智慧，再加上失去的親人的身心衝擊，因而難以在當下運用佛

法智慧幫助自己與重要他人。 

睡眠 耽嗜睡眠。例如：當重要他人的離世或臨終前因悲傷而導致憂

鬱，出現睡太多、睡眠品質下降，而影響自己身心健康。 

（改編自夏允中，2020）  

 

    同時，佛法認為人的心緒中也擁有 15 個善心所，善心所則是能讓人邁向平靜、滿

足、不執著境界的種子，只要個體在失落經驗中，持續接觸與實踐佛法的生死智慧，來

澆灌不自我執著的善心所，將能削弱造成悲傷的不善心所，詳細的說明請見（表 2）。 

 

表 2 

15 個善心所 

善心所 

名稱 

意涵 

信 透過每日精進地學習與實踐佛法智慧，便會減少煩擾與增加內心的平靜與滿足，

這樣的結果可以慢慢的對自性覺醒修練增加信心。例如：因重要他人即將離逝

或已離世帶來的衝擊、反思，個體下定決心要每天都串習佛法的自我修養，讓

自己能獲得較多身心平靜與滿足，也因此再增強個體持續運用佛法，進行自我

修養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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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對重要他人的即將離逝或已離世，個體可能會反省

自己在過去大多時間很少好好陪伴、照顧對方，因而覺得愧對至親，而決定在

重要他人離世前好好陪伴、照顧對方，或在其離世後省思到好好陪伴、照顧身

邊的人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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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個體在重要他人臨終前或離世後，反省自己過往不符合

佛法智慧中的五戒（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的行為，對

養育自己的重要他人備感羞愧，並決心改過讓重要他人放心，也讓自己有重新

開始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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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貪 對所有境界與萬源沒有貪愛。例如：個體面對重要他人的即將離逝或已離世，

可能會反省到自己應把握當下後，就練習放下對重要他人的愛戀、不捨與執著，

才能協助其安詳離世，同時也幫助自己內在得到更多平靜，而有繼續投入生活

的動力。 

無嗔 遭逢不順己意的境界時，心中不生瞋恨煩惱。例如：個體面對親人的即將離逝

或已離世，努力用佛法智慧來調伏的自我執著，以減少對重要他人、自己與周

遭人產生的瞋恨煩惱，維持身心平衡。 

無癡 完全明白佛法的智慧。例如：當個體處於完全明白佛法智慧的境界時，將能運

用佛法智慧，在面對重要他人臨終前或離世後，給予重要他人、自己與周遭人

適當的幫助。 

精進 努力修養自性覺性，邁向自性覺醒。例如：個體透由時時刻刻專注在佛法智慧

的自性覺醒修養，來面對重要他人即將離世或已離世的悲傷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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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個體運用在禪定中獲得的輕安，來讓自己有更穩定、

平靜的身心狀態來處理重要他人即將離世或離世後的悲傷經驗。 

不放逸 不會只顧享樂，不放縱身心而專心精勤於自性覺醒。例如：個體透由適當拒絕

享樂的邀約、削弱內在紛亂的欲望，來更全心專注在佛法智慧的修養，以面對

其重要他人逝世前與逝世後的悲傷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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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個

體運用佛法智慧讓自己遠離悲傷煩惱的圍繞或其他紛亂的欲望，讓自己保持身

心平靜，而能更穩定地來處理重要他人離世前與離世後的相關事宜。 

不害 不會有害人與損惱他人的想法與動作。例如：個體運用佛法智慧來幫助自己面

對悲傷煩惱，而較少或沒有產生害人與損惱他人的想法與行為。 

睡眠 充足的睡眠。例如：有充分地休息，才能讓身心擁有好的狀態來精進佛法的學

習，以持續削弱自我執著與悲傷煩惱。 

後悔 做了沒有依據佛法智慧之事，而備感後悔。例如：個體在重要他人臨終前或離

世後的經驗中，作了符合前述十三個不善心所造成的悲傷煩惱，而覺得後悔，

因而決定精進學習與實踐佛法智慧。 

尋 對事理粗略的思考，例如：個體嘗試接觸佛法智慧來幫助自己的喪親之痛或協

助親人善終。 

伺 能細心伺察思考，例如：個體練習透由佛法智慧來轉化自己的不善心所。 

（改編自夏允中，2020） 

 

    上述朝向不執著境界的實際操作部分，本文將納入到下面的悲傷心理治療歷程中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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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說明。 

 

陸、佛法智慧與悲傷復原的相關研究 

    

    佛法認為死亡不是生命的結束，則是下一個階段生命的開始，而每個階段的心性成

長會直接影響下個階段的去處，因此千年以來無論在漢傳或藏傳佛教中都很重視瀕死過

程中放下執著、專注心念的引導，以及在往生者離世四十九天內、透由誦持經典、說法

開示、法會來協助往生者提升正念、安詳離世的機率（李秉倫等人，2015；索甲仁波切，

1992/2006），這樣的傳承同時也在安撫喪親者上扮演重要的角色（釋滿祥等人，2006）。

因此，目前國內研究佛法與悲傷療癒的學者，投入較多的也是如何應用上述佛法智慧中

的不執著，來協助臨終者安詳離世，以及緩和臨終者家屬的悲傷，以下分為臨終者及臨

終者家屬兩部分來作說明： 

 

一、對臨終者的協助 

 

    目前國內大多由受過特別訓練的臨床法師為臨終者進行臨終前的心念引導，來協助

臨終者能放下更多自我執著（釋宗惇等人，2004）。臨終前的心念引導主要分為兩個部

分：第一部分法師會依照臨終者的背景與特質來教導佛法智慧，首先可協助臨終者接受

身心逐漸衰敗、逐步邁向死亡的事實，像是引導臨終者了解生死的必然性、死亡只是生

命的過程，並非終點（釋宗惇等人，2004），上述佛法智慧的觀點能協助安頓臨終者對於

死亡的恐懼，讓死亡變得較能讓人接受；第二部分則是幫助臨終者提起力量面對死亡，

包含帶領臨終者理解生命本質在於心的延續、陪伴臨終者作生命意義與善行的回顧、練

習表達對於家人的情感、掛念以好好道別，因而能協助其盡量放下所有罣礙（索甲仁波

切，1992/2006），以及教導臨終者，根據中陰聞教得度記載，在死亡過程中內分解與外

分解會出現的身心感受，以及可能看見來自深層心性的諸多聲光顯現，若逝者能保持放

鬆、開放的心專注念佛，將能穿越身體衰敗與心性迸發時的恐懼與渾沌，被自己堅定且

光明的心念引導往生至淨土，超越生死輪迴（第十四世達賴喇嘛，2017/2017b），倘若要

死亡真的是個終點，在佛法智慧中也被視為是個良善的終點，因為代表著個體已經脫離

了這個世界的無限輪迴，讓臨終者對於未知的死亡歷程有更多瞭解與放心，較能安詳地

面對此生的結束。 

 

二、對臨終者家屬的協助   

 

    臨終者家屬也是臨床法師所關懷的對象，法師會視狀況一起教導臨終者及其家屬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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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死亡的佛法智慧，讓家屬能逐漸接納臨終者即將死亡的事實，並讓臨終者理解家屬對

其死亡的接納、鼓勵家屬陪伴臨終者處理其仍放不下心的事物、鼓勵家屬表達對臨終者

的感恩以及好好道別（索甲仁波切，1992/2006）。而在法師離開後，家屬若能持續的陪

伴臨終者誦經念佛，也會協助其能更平靜、無畏面對即將來臨的死亡以及後續死亡的過

程，此歷程的參與也能發揮撫平家屬悲痛、思念或愧疚等情緒的作用（釋滿祥等人，2006）。

此外，無論是臨終前或臨終後誦經助念相關的佛事，也提供遺族團圓，再次凝聚家庭關

係的機會，甚至得以緩和、化解成員間原有的衝突。因此，誦經助念等相關的佛事，除

了是生者對臨終者或逝者的孝思或補償，也有促進喪親家屬彼此支持與連結、延續家庭

倫理的功能（釋滿祥等人，2006）。 

    綜合以上實徵研究，發現若能促進臨終者及其家屬朝向不執著的境界，放下對彼此

的牽掛，將能協助臨終者善終，家屬也能有較好的悲傷復原。所以本文也合理推論，若

我們採用削弱不善心所、增強善心所的方式，將能協助個體減輕重要他人離世前或離世

後的悲傷煩惱，這也是本文最重要的部分，以下接著提出佛法智慧中的不執著在悲傷心

理治療歷程的應用。 

 

柒、不執著在悲傷心理治療歷程的應用 

 

一、心理治療目標 

   

    個體若要達到完全不執著的自性覺醒境界可能會需要經歷很漫長的時間，因此治療

師可參考下列的三個治療目標，來循序漸進地協助正在面對重要他人臨終前或是其重要

他人已經逝世後的悲傷個案，分別為： 

（一）先協助個案緩和其悲傷、自責、憤怒、擔心掛念等症狀，當個案的身心狀態較

平靜舒坦時後，再鼓勵個案在治療歷程中邁向更高品質與穩定的快樂。 

（二）鼓勵個案為自己安排聽聞自性覺醒或佛法智慧的計畫，同時也開始在生活中培

養、實踐對他人的慈悲心。 

（三）協助個案建立履行佛法智慧的修養習慣，一點一滴逐步地往不執著的自性覺醒目

標邁向。 

 

二、心理治療歷程 

     

    Coelho 等人（2018）、陳增穎（2017）指出在預期性悲傷的狀況下，個體比起非預

期性悲傷的狀況，更可能多出時間來做好面對重要他人即將逝世的心理準備，因此在個

體得知重要他人餘日不多到其真正往生的這段期間，若能好好珍惜、運用，將有助於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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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在重要他人真正離世後的悲傷復原（葉忻瑜、黃獻樑、蔡兆勳，2016），而前述佛法智

慧與悲傷復原相關研究中也發現，若能促進臨終者及其家屬朝向不執著的心態，較能協

助臨終者安詳離世，家屬也能有較佳的悲傷復原。因此，除了臨終後，本文也會討論如

何應用佛法智慧中的不執著來協助個體面對在其重要他人臨終前的預期性悲傷。 

    當要採用佛法智慧中的不執著在悲傷治療中來協助個體時，如同其他心理諮商學派

的觀點與介入，治療師需要尊重個案當下的內外在狀態，提供循序漸進的陪伴，以及安

排適當的心理治療歷程。因此，本文考量夏允中（2020）所提出的自性覺醒心理治療歷

程，其核心概念為協助個體逐步轉化自我執著的不善心，而朝向不執著的善心所，符合

本文期待將佛法智慧中的不執著應用在悲傷心理治療的討論架構，故以下將改編夏允中

（2020）的自性覺醒心理治療五步驟歷程（如圖 1）來說明。 

 

圖 1 

自性覺醒心理治療五個步驟歷程 

 

 

 

 

 

 

 

 

 

 

 

 

（改編夏允中，2020） 

（一）步驟一評估個案的不善心所（與悲傷有關的自我執著種子）與善心所（邁向不自

我執著的種子） 

    治療師在建立關係、蒐集資訊的過程中，能一邊觀察個案的身心狀況，評估個案的

不善心所（與悲傷有關的自我執著種子）及善心所（邁向不自我執著的種子），並透由好

好地同理、理解個案的情緒，等到對方悲傷等情緒較緩和後，再協助其覺察是哪些自我

執著的不善心所導致他／她目前的煩惱情緒，以及他／她的內在蘊藏著哪些不自我執著

的善心所，能用來幫助自己遠離悲傷煩惱。 

   此外，治療師須特別留意的是每個個案會有不同造成悲傷的成因組合，因此，治療師

③行動 

 

④減小或消除不善心所 

自我 

○1評估個案的不善心所與善的心所 

 

⑤朝向自性覺醒 

②評估與佛

法吸收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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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針對不同個案的組合來提出適切的治療計畫，除了用強化不自我執著的十五個善心所

來協個體減少造成悲傷的不善心所外，也能鼓勵個案在生活中多練習夏允中（2020）所

提出的佛法自性覺醒心理治療理論與心理治療歷程中能削弱自我執著的不善心所的另

外七種技術分別為：利於自性覺醒的居家環境、死亡的真相智慧與死隨念、不淨觀的靜

坐與死隨念、止的靜坐、慈悲心的智慧與技術、養成日常好的行為習慣來增加自性覺醒

的資糧、閱讀佛法智慧的小故事進行自我省思與實踐。 

（二）步驟二評估與吸收佛法智慧 

    第二階段則是延續第一階段，治療師可以適當和個案教導佛法中的生死智慧，以協

助個案滋養朝向不執著的善心所，並削弱自我執著的不善心所。具體的介入可包含：向

個案教導佛法智慧念死無常中認為人必定會死、死亡有其不可掌控性、每一個生命都必

須要練習面對死亡，這也是無自性的生命運作法則，協助個案逐漸接納其重要他人必然、

即將死亡或已死亡的事實，其次，治療師可視個案接受度接著教導個案認識佛法智慧中

的十二因緣以及《菩提道次第廣論》中的「思決定死」、「死無定期」、「死時除法而外餘

皆無益」三根本之九個因相，同時，也能善用佛法智慧中的故事與箴言，最大目標是讓

個案理解佛陀所揭示的「生亦何喜，死亦何悲，向死而生，不念過去，不畏將來」，死亡

並非生命的終點而是中繼站，人可以從現在此刻就開始能以較不執著、平靜、光明的心

態來面對死亡。如此一來，便可能協助個案從擔心自己將永遠與親人失去連結、親人死

後的去向，認為自己卻無法為親人做任何幫忙的較多悲傷、自責、無力、掛念等這些被

視為自我執著的負面情緒中，逐漸轉換成朝向不執著的境界，也因此能有更多力量來協

助其重要他人安詳離世（釋宗惇等人，2004）。 

（三）步驟三依據佛法智慧採取行動 

    若個案的心態能逐漸轉換成為了緩和其重要他人的身心痛苦、協助其較能安詳離世。

倘若個案的重要他人仍在世，治療師則可彈性運用下列介入 1、2、3、4，假如其重要他

人已經逝世，除了下列介入 4 外，治療師依然可留意，若當個案對逝者出現強烈的自責

與遺憾時，下列介入 1、2、3 在諮商過程中可適當使用空椅對話、書寫對話、藝術治療

等方式（李秉倫等人，2015；鍾文佳等人，2019），協助個案向逝者表達來不及說出口的

話、來不及做出的行動，以了卻個案與其重要他人之間的未竟事宜。 

1. 接納個案自己與其重要他人面對死亡所產生的情緒 

    首先，個案若能先理解、接納自己面對重要他人即將逝世的種種情緒，也將能以一

個較開放的心態來面對重要他人對於自己即將離世的悲傷、挫折、痛苦、恐懼、憤怒等

情緒，理解他們不管有什麼情緒都是正常的，幫助他們不要壓抑，陪伴他們共同承擔和

接受，讓他們知道自己並不孤單，依然是被關懷著的（索甲仁波切，1992/2006）。 

2. 協助個案在重要他人逝世前與其處理未竟事宜 

    臨終者由於身心逐漸衰敗，很容易對自己的即將逝世產生自責、失望、恐懼、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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憤怒、悲傷等情緒，治療師可引導個案透由耐心、溫柔的陪伴與照顧、適時表達對其重

要他人的感恩之情、肯定重要他人此生對家庭、社會的付出與善行，讓重要他人感受到

這輩子是有意義與快樂的，以協助重要他人在精神上能更無憾地面對死亡（第十四世達

賴喇嘛，2017/2017b）。 

    此外，為了讓重要他人能安心地離世，協助其能盡量放下對生前所用心經營一切的

擔憂與關係中的心結、執著是重要的，因此治療師能鼓勵、引導個案與其重要他人把握

時間，化解彼此的未竟事宜、練習請求原諒、寬恕對方與自己以及好好道別，盡可能減

少關係中尚存的仇恨與過度留戀（第十四世達賴喇嘛，2015/2015）。 

    最後，個案及其家屬也應尊重或協助重要他人遺產分配與使用，以及安頓所有重要

他人仍未放心的人、事、物，以上這些最好能在重要他人離世前處理完畢，以降低所有

可能影響重要他人產生執著，難以安詳離世的因素（索甲仁波切，1992/2006）。 

3. 鼓勵個案與其重要他人分享面對死亡的智慧 

    治療師也能鼓勵個案引導其重要他人，協助其了解在佛法智慧中認為死亡並非生命

的終點，而他／她若能保持平靜喜悅、無所恐懼，以邁向不執著的境界迎接死亡，這樣

的心念將能協助他／她較可能安詳地離世，以及有較大機會得到一個較好的來世（釋宗

惇等人，2004）。 

4. 誦經助念 

個案若能為重要他人誦經，或者陪伴其誦經，除了能協助重要他人在臨終前緩和其

身心痛苦的情緒，同時也能數數叮嚀重要他人，佛法中認為他／她誠心所誦的每一句佛

號或經文，在死亡歷程中都將成為重要的指引（索甲仁波切，1992/2006），協助他／她

更能放下內心無明的自我執著，有更大可能轉化成相對安詳、放鬆、光明的狀態（釋滿

祥等人，2006）。 

由於個案與重要他人的因緣較深厚，在其離世後個案若誠心為其助念或舉辦做七儀

式，據《中陰聞教得度》記載當逝者的意識受到生者祈禱力量的引發後，能夠清楚地感

受到世間親友的思想與情緒，因此能跨越隔閡地了解親友所為他們讀誦的經典、修行的

法門，並接受到他們所需的啟發和引導（索甲仁波切，1992/2006）。 

在佛法中認為逝者的意識在死後每七天就會重複死亡經驗，並在四十九天後會投生

至下一世，所以逝者接受家屬為其誦經的助益，最有效期間為逝者離世的四十九天之內

（李秉倫等人，2015），如果逝者在臨終時已經能朝向不執著的心態，再加上個案及其家

屬、親友的誦經迴向，佛法智慧認為這對幫助逝者安詳離世，以及前往更好的來生有極

大利益；若逝者在臨終前仍難以放下自我執著，個案及其親友的誦經助念、做七儀式，

將是協助逝者轉化成不執著的心境而安詳離世的重要力量（釋滿祥等人，2006）。 

（四）步驟四減小或消除個案的不善心所 

承接前一階段個案在參與對逝者的臨終陪伴、誦經助念後，因為在過程中已經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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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者往生的事實，也好好地經驗悲傷情緒，因此，當逝者的喪禮結束後，個案回到現實

生活中將能持續調整自己的身心，也有可能因為替代逝者，所以需要轉換在家庭、社會、

工作中的角色與承擔，以適應逝者不存在的生活（鍾文佳等人，2019）。 

    在此悲傷階段，治療師可持續運用正視死亡、不執著才能轉化悲傷等佛法智慧中，

來協助個案增強善心所與弱化不善心所。此外，治療師也可鼓勵除了在悲傷心理治療之

外，個案也能持續地在生活中增強自己的善心所，並削弱不善心所。個案在治療師的協

助以及自助下，將更能提升內在的平靜與滿足，促進悲傷復原，獲得更多重新投入生活

的力量。 

（五）步驟五朝向自性覺醒 

    佛法智慧的根本就是朝向自性覺醒的修養，認為若要達到最終極了卻所有煩惱的境

界，則必須將無自性的佛法智慧持續落實在生活中（第十四達賴喇嘛，2012/2012），因

此治療師除了協助個案面對其重要他人離世的當下外，也可鼓勵個案往後在投入新生活

時，能以親人離世的經驗，不斷提醒自己雖然生命任一時刻皆展現著無常（一行禪師，

2008/2017），但是我們只要從此刻觀照自己的身、口、意，都可以重新選擇我們是要產

生、擴大我們的自我執著還是練習轉化成不執著的心態（洛桑嘉措，2012），而佛法認為

我們與已逝親人的連結，不管時間過了多久，只要我們真心地祝福與迴向給親人，對方

都能有所受益（索甲仁波切，1992/2006）。雖然要根除所有的慣性與自我執著，需要很

長期的修養與毅力，並不容易達成，但個體若為了自己以及所重視的已逝親人，有機會

獲得更多內在的平靜與喜悅，朝向自性覺醒，我們應該提醒自己應持續朝向不執著的自

性覺醒修養。由於本文限於篇幅，因此沒有提供更精進朝向自性覺醒修養智慧與方法，

讀者可參考夏允中（2020）所提及的其他七種削弱自我執著來實踐，持續朝向不執著自

性覺醒修養的智慧與方法。 

 

三、對心理治療師的要求 

 

    建議要採用本文所提出悲傷心理治療觀點與技術的治療師，即使從完全沒佛法知識

基礎剛起步也沒關係，但須讓自己持續精進直到具備以下四個條件： 

（一）要非常熟悉本文所提出的不執著應用於心理治療的觀點與技術 

（二）樂於吸收佛法知識 

（三）以本文的不執著與相關佛法智慧持續於生活中進行自我修養 

（四）能將佛法用語以簡單易懂的方式來教導個案 

若治療師能具備上述四條件，也比較能有信心，且適時地在心理治療過程中，帶領

個案認識到佛法有別於過往傳統西方對宗教的定義，相信人類只能被至高無上的造物主

救贖，在佛法智慧中並沒有造物主的觀點，而是認為人必須要靠著自己持續的精進與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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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才能解脫所有的痛苦，獲得最圓滿的快樂。因此，佛法不是宗教，而是應該被視為

一種生命的修養心理學與治療來回到原來的自性本空的狀態（釋證嚴，1989; Shiah, 

2021）。而個案接受治療過程中出現抗拒、挫折時，治療師若將此觀點善巧地傳達與運

用，將能支持其持續進行自我修養。 

 

四、適用個案的條件 

 

    建議若治療師將採用本文所提出的不執著在悲傷心理治療的觀點與技術來協助面

對重要他人即將臨終，或者重要他人已經逝世的悲傷調適困難，甚至是複雜性悲傷個案

時，應留意個案至少須符合以下條件之一： 

（1）本身為佛法信仰 

（2）本身為無宗教信仰或其他宗教信仰，但有意願認識佛法智慧者 

     

五、心理治療師與個案的關係 

 

    心理治療師除了與個案維持專業關係之外，如果治療師完全認同與接受佛法的智慧，

尤其是慈悲心的智慧，同時也會讓治療師在專業助人工作中有更持久的動力與熱忱（夏

允中，2020）。治療師可把個案視為獨一愛子與親生母親來對待，以發起能肩負與消除個

案所有身心受苦，並給予真實穩定快樂的大悲心，而非視心理治療中的陪伴個案為一件

沉重負擔的苦差事（Shiah, 2021）。心理治療師也能練習感謝每個來到自己眼前，想要面

對、處理與重要他人失落經驗的個案，因為治療師在協助個案進行心理治療的過程中，

也等於在給予自己機會，善用此助人的情境進行佛法智慧中的不執著修養，以朝向自性

覺醒（夏允中，2020），如此個案也會感受到自性覺醒式的專業心理治療關係。 

 

捌、結語 

     

    綜覽本文的討論，本文有兩大貢獻，第一為提出佛法智慧中的不執著在悲傷心理治

療歷程的應用，包含三個心理治療目標、五個心理治療歷程步驟、對心理治療師的要求、

適用個案的條件以及心理治療師與個案的關係。第二是透由佛法智慧的觀點，找出個體

在面對重要他人臨終前或離世後常見的悲傷執著背後真正的十三個成因（不善心所），

治療師則能在心理治療中藉由教導佛法中面對死亡的智慧、協助個案增強不自我執著的

十五個善心所，來削弱其造成悲傷執著的十三個不善心所，促進個體的悲傷復原。 

  然而，需要特別留意的是，每個人在悲傷失落歷程中所生起的自我執著的不善心所

組合都不一樣，因此治療師需仔細地協助每一個個案覺察自己的不善心所，所以造成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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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的成因，有可能每個個案會有不同的組合，因此本文建議治療師要以不同、貼近個案

的治療方法協助其增強善心所，削弱悲傷成因的不善心所。 

  本文的探討希望能讓治療師在遇到佛法信仰或者願意認識佛法智慧的個案時，在悲

傷心理治療過程中的靈性層面能有更豐富的視角與介入方法，不須像以往將宗教一概視

為迷信，必須避之唯恐不及地排除在心理治療外，而是能更開放地將佛法智慧視為一套

理解生命、獲得快樂、遠離痛苦的教育與實踐方法，就像西方心理諮商學派的人性觀與

其技術一般。相信當未來東西方心靈智慧與心理治療有更多的交會與對話後，能更協助

我們逐漸發展出一個更貼近華人本土在悲傷失落以及其他領域的心理治療模式，這也是

本文最大的目的。 

    除了治療師外，本文也想鼓勵一般人能學習此處所提倡的佛法不執著的生死智慧，

並持續在生活中自我檢視與修練，相信自然可以讓自己與周邊的人逐漸將悲傷視為只是

人生中的一個過程，這些痛苦最後都能轉化為生命向上提升的力量。 

    最後，本文所提出佛法智慧中的不執著應用於悲傷心理治療歷程，主要的限制有

其難以涵蓋所有佛法的智慧，無論是治療師還是個案若期待能達到完全不執著的自性

覺醒狀態，依然需要持續在生活中聽聞、思考與實踐佛法智慧。其次，未來仍然需要

相關心理治療實證研究來支持或修改本文所探討的佛法智慧中的不執著在悲傷心理治

療歷程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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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ddhist Wisdom of Non-attachment  

in the Psychotherapeutic Grief Process 

 

Ying-Yi Jian    Yu-Chun Tsai    Yung-Jong Shiah* 

Abstract 

Most grief recovery theories are developed by Western scholars and overlook the cultural 

perspective of Confucianism, Taoism and Buddhism. In recent years, efforts have been made 

to overcome this neglect. The Confucian Harmonious Relationships Approach of Grief 

Healing Theory and The Grief Healing Model of the Funeral Rituals were developed based 

on Confucianism, Taoism and Buddhism. However, a gap remains between these two theories 

and Buddhist wisdom. This paper attempts to bridge this gap by applying Buddhist wisdom 

to the psychotherapeutic grief process. The paper first explains the core Buddhist wisdom of 

“non-self” which believes that nobody and nothing can exist independently and permanently. 

The belief that the emotions, ideas and bodies of an individual are characterized by 

independence and permanence generates phys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distresses in that  

individual. Attaining the non-attachment state is the process whereby individuals seek 

understanding and cultivate non-attachment. Through this practice, individuals can gradually 

eliminate or extinguish the phys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distresses that result from the 

false beliefs that their self, emotions, ideas and bodies are independent and permanent in 

nature. This gradual realization of the Buddhist wisdom and truth of life will subsequently 

bring about more equanimity and contentment. The Buddhist non-attachment wisdom of 

living and dying offers two important concepts for overcoming grief, including actively 

confronting death and cherishing life as a way to cultivate the self towards a non-attachment 

state. Previous studies on grief recovery show that facilitating non-attachment in dying 

persons and their families help them let go of each other, thus enabling the dying persons to 

more peacefully pass away and their families to better recover from grief. This paper applied 

the Buddhist wisdom of non-attachment to the psychotherapeutic grief process, including 

three psychotherapeutic goals, the psychotherapeutic relationship, therapist requirements and 

the psychotherapeutic process. The psychotherapeutic process comprises five steps: 1. Assess 

clients’ unwholesome mental factors which constitute the seed of self-attachment that lead to 

grief and their wholesome mental factors which constitute the seed of non-attachment state. 

This assessment can help clients become aware of and distinguish unwholesome mental 

factors and wholesome mental factors that contribute to their grief reactions; 2. T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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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ddhist wisdom to clients: The therapist teaches the Buddhist wisdom of living and dying 

to help clients confront the passing away and death of their significant ones. Negative 

emotions towards death are regarded as self-attachment and Buddhist wisdom can help clients 

transform these negative emotions into a non-attachment state and help the dying person rest 

in peace; 3. Take actions according to Buddhist wisdom: The therapist help clients through 

four interventions, including helping clients accept their emotion when their significant 

person is dying, helping clients deal with unfinished business with their significant person 

before his or her passing away, encouraging clients to share with their significant person the 

Buddhist wisdom regarding the truth of death, and chanting for the dying significant person; 

4. Eliminating or extinguishing the clients’ unwholesome mental factors: The therapist help 

clients enhance their wholesome mental factors and eliminate their unwholesome mental 

factors after the death of their significant person. The therapist can also encourage clients to 

keep strengthening their wholesome mental factors and eliminate their unwholesome mental 

factors to facilitate grief recovery and re-engagement with life; 5. Move towards self-

enlightenment: The therapist encourages clients to use the death of their significant person as 

a reminder to keep cultivating themselves towards non-attachment when engaging with their 

new life. This paper offers two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First, it applied the Buddhist wisdom 

of non-attachment to the psychotherapeutic grief process. Second, it identified the sources of 

grief according to Buddhist wisdom, which delineated 13 unwholesome mental factors that 

lead to grief. The paper suggests that therapists use the 15 wholesome mental factors of non-

attachment to address clients’ unwholesome mental factors when confronting the passing 

away and death of their significant person to help them through grief recovery. Last, the paper 

discussed the limitations and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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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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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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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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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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版（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7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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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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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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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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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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面的左右邊界 2.5 公分、上下邊界 2.54 公分，行文請由左至右。稿長以 3 萬字以

內為原則，並以電腦繕打直式橫寫，以 Word 98 以上版本格式存檔，正文中請勿使用任

何排版技術。 

  正文請統一採 12 級字，段落距離 0 列，單行間距，中文部份（含標點符號）請以

新細明體與全形輸入，英文部分（include punctuation marks）請以 Times New Roman 與

半型輸入為原則。若文章中有出現表與圖，文字請在 8~12 級字間彈性調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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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層級一：壹、（粗體、上下空一行、內文開一個新段落撰寫） 

層級二：一、（粗體、上下空一行、內文開一個新段落撰寫） 

層級三：（一）（不加粗、上空一行、句後要加上句點、內文接著層級標題同一行撰寫，

成為完整的一段） 

層級四：1.（不加粗、不空行、句後要加上句點、內文接著層級標題同一行撰寫，成為

完整的一段） 

層級五：（1）（不加粗、不空行、句後要加上句點、內文接著層級標題同一行撰寫，成

為完整的一段） 

 

如下列範例所示： 

 

壹、（粗體、上下空一行、內文開一個新段落撰寫） 

  

一、（粗體、上下空一行、內文開一個新段落撰寫） 

  

（一）（不加粗、上空一行）。 

1.（不加粗、不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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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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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 begins indented as a new paragraph. 

  

Flush Left, Boldface, Uppercase and Lowercase Heading 

（置左，加粗，每個單字字首大寫，上下空一行） 

Text begins indented as a new paragraph. 

  

Flush Left, Boldface, Uppercase and Lowercase Heading 

（置左，加粗，每個單字字首大寫，上下空一行） 

Text begins indented as a new paragraph. 

  

     Indented, boldface, lowercase paragraph heading ending with a period. 

    （空四格半形，標題加粗，第一個字字首大寫，上下空一行） 

      Text begins on the same line and continues as a regular paragraph. 

  

     Indented, boldface, italicized, lowercase paragraph heading ending with a period. 

    （空四格半形，標題加粗，第一個字字首大寫，不空行） 

      Text begins on the same line and continues as a regular paragra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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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的標號與名稱的格式，包含以下原則： 

 （1）表的標號與名稱皆為 12 級字，內容則為 8~12 級字為彈性調整範圍。 

 （2）標號和名稱置於表格之上，靠左對齊，分兩行，第一行為標號，第二行為表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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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標號的寫法：中文為「表一」、「表 1」或「表 1-1」，中文不必加粗體；英文

為「Table 1」、「Table1.1」，英文則應以粗體呈現。 

 （4）表名在撰寫上需盡量以簡短、清楚且有效的說明表達出表格的重點，不應過長。

中文表名需以粗體呈現，英文表名則為斜體。 

 （5）資料來源請於表格下方列示，以靠近正文引用處隨後出現為原則。 

3. 圖的標號與名稱的格式，包含以下原則： 

 （1）標號和名稱置於圖片上方，分兩行說明，第一行為標號，第二行為圖名，皆靠左

對齊。 

 （2）標號的寫法：中文為「圖一」、「圖 1」或「圖 1-1」，不加粗體；英文為「Figure1」、

「Figure 1.1」，英文標號則應以粗體呈現。 

 （3）圖名在撰寫上應盡量簡短並能表達出圖形的重點，中文圖名需以粗體呈現，英文

圖名則以斜體呈現。 

 （4）中文圖名之行距設定則以可清楚看出標號和圖名之區隔為原則;英文的圖名在行

距上應設定為「2 倍行高」。 

 （5）資料來源請於圖下方列示，以靠近正文引用處隨後出現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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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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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者依作者姓氏英文

字母順序排列，同一筆資料自第二行起中文須內縮 2 個全形字元、英文亦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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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版（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7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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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單一作者 

（1）中文，如：（林杏足，2002） 

（2）英文，如：（Hsieh,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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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兩位作者 

（1）中文，如：（謝麗紅、鄭麗芬，1999） 

（2）英文，如：（Chang & Chu, 2001） 

3. 三位以上作者 

（1）中文，第一次出現即以第一作者等表示，如：（賀孝銘等，2007）。 

（2）英文，引用規則如上述之中文文獻，如：（Wang et al., 200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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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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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淑珠、蔡素妙，2002） 

（2）英文，如：（Huang & Huang,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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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若引用之

文獻具 DOI 或 URI 者，應以 https://doi.org/xxxxx 格式加註 DOI 或以 https://xxxxx 格式

加註 URI（若該文獻同時具 DOI 或 URI，則呈現 DOI 即可）。 

範例如下： 

1. 書籍 

（1）中文 

張景然（2004）。團體諮商的觀念與應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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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贏的起點（頁

317-321）。天下雜誌。 

（2）英文 

Corey, G., Corey, M., & Collanan, P. (1993). Issues and ethics in the helping professions (4th 

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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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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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南。（原著出版年：2006） 

2. 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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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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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會議、研討會  

（1）中文 

陳巧翊、趙淑珠（2020 年 10 月 24 日）。親密關係中性困擾者之求助經驗探究─女性當

事人之敘說［論文發表］。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 2020 年會暨學術研討會，臺北市，

臺灣。 

王智弘（2020 年 10 月 24 日）。雖然不太會做研究，但沒關係：我如何走出一條學術研

究的路［專題演講］。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 2020 年會暨學術研討會，臺北市，臺

灣。 

（2）英文 

Meister, K. L. (2018, April 26-29). Gender identity as a three dimensional model: Taking 

identity beyond the continuum [Roundtable session]. American Counseling Association 

2018 Conference & Expo, Atlanta, GA. 

Jin, Y. Y. (2018, April 26-29). Counseling in China [Poster presentation]. American Counseling 

Association 2018 Conference & Expo, Atlanta, GA 

4. 學位論文 

（1）中文 

李鴻昇（2020）。母親罹患思覺失調症之子女家庭角色轉換歷程之敘事研究［未出版之

碩士論文］。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施郁恆（2019）。大學生網路成癮危險因子、網路成癮與心理健康問題之相關研究（系統

編號：107NCUE5464018）［碩士論文，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

加值系統。 

（2）英文  

Massa, A. (2006). Psychophysiological correlates of childhood maltreatment and phys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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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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gression perpetration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Purdue University. 

Kado Hogan, R. M. (2011). Ethical decision making of psychologists: Emotions, ethical 

decision frame, and social context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South Dakota] 

(Publication No. 3473582). ProQuest Dissertations & Theses A & I.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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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團體作者的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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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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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同意書人（作者）簽名： 

 

（共同著作之作品，須每位作者各簽署同意書一式兩份，授權才可生效。） 

 

身份證字號（ID card number）： 

電話號碼（Telephone）： 

電子信箱（E-mail）： 

通訊地址（Address）： 

 

 

西元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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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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nal Decision 

Reviewer A 

Accept as is 
Accept after 

revision 

Re-review after 

revision 
Reject 

R 
e 
v 
i 
e 
w 
e 
r 
 

B 

Accept as is Accept as is 
Accept after 

revision 

Accept or re-

review * 

Include a third 

reviewer 

Accept 

after 

revision 

Accept after 

revision 

Accept after 

revision 

Accept or re-

review after 

revision* 

Include a third 

reviewer 

Re-review 

Accept or re-

review after 

revision* 

Accept or re-

review after 

revision* 

Reject or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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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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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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