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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現今各國及台灣之社會紛亂、環境破壞、精神疾病問題日益嚴重，許多文獻指出

靈性(spirituality)的追尋才能改變人類現況；而幸福感(well-being)是世界各國與人們追

求美好生活的重要指標，也是現今各學科領域重要的研究議題。基於此本研究的目的

在於探討兩者之關係，以非營利組織服務使用者使用本次研究機構之靈性服務前後為

中介變項，測量靈性成長與幸福感之現況及兩者間的關聯性。 

本研究以研究者參閱文獻自編的「衡山靈性成長與幸福感量表」為研究工具，採

用事後回溯法進行問卷調查，針對衡山機構全省服務處之會員為調查對象，取樣方式

為集體普查及網路電子問卷，共計發出 1056 份問卷通知，計回收 436 份，問卷回收

率 41.3%，其中有效問卷 424 份。主要的研究發現如下： 

1. 服務使用者使用靈性服務前之靈性與幸福感現況均為普通，使用靈性服務後靈性

與幸福感現況成長為優良；顯示使用靈性服務對靈性與幸福感成長有正向影響。 

2. 服務使用者使用靈性服務前後之靈性成長因個人背景變項不同而有顯著差異。 

3. 服務使用者使用靈性服務前後之幸福感因個人背景變項不同而有顯著差異。 

4. 服務使用者之靈性成長與幸福感在整體與各面向有顯著正相關。 

5. 本次研究之機構所提供的靈性服務對靈性成長與幸福感提升具有部分解釋力。 

6. 服務使用者之靈性成長對幸福感有顯著的預測力，可解釋 71.6%的變異。在幸福感

整體與各分層面中尤以「活出意義~超越逆境」為預測幸福感之主要因子。 

最後根據本研究之發現與結論，分別對研究機構、非營利組織、社會工作與政府

相關單位提出建議，作為政策、靈性服務及後續研究之參考。 

 

關鍵字：靈性、幸福感、靈性科學、靈性服務、衡山機構、身心靈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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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w, social disruption, environmental disruption and mental disease are growing 

problems in every country and Taiwan. A lot of literature point out that only the spiritual 

quest can chang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human beings; well-being is an important 

indicator of people’s pursuit of a good life, and also an important research topic in every 

field of study. On this basis, this research aims at discuss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it uses the performances of NPO service users before and after they use the spiritual 

service of this research institution as the intervening variable to measure the current 

situations of spiritual growth and well-being a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m.  

This research uses the self-made “Scale of Spiritual Growth and Well-Being in 

Heng-Shan” based on literature as the research tool and ex post facto design to carry out a 

questionnaire, whose respondents are members of Heng-Shan institution service; its 

sampling method is general survey and internet-based questionnaire; it sends 1056 

questionnaires, with 436 ones returned and the response rate being 41.3%, among which 

the number of the valid questionnaires is 424. The main research findings are shown 

below:   

1. The current situations of spirituality and well-being of the service users are common 

before they use the spiritual service, but become good after use, showing using the 

spiritual service has positive effects on spiritual growth and well-being. 

2.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spiritual growths of service users before and after 

they use the spiritual service due to different personal background variables.  

3.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well-being of service users before and after they 

use the spiritual service due to different personal background variables. 



 

IV 

 

4. There is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spiritual growth and well-being 

of service users in whole and every dimension. 

5. The spiritual service provided by this research institution has partial explanatory power 

for spiritual growth and well-being improvement. 

6. The spiritual growth of service users has significant predictive power for well-being, 

which can explain 71.6% variation. “Live out the meaning of life~overcome adversity” 

of the spiritual growth is used in the whole and every level of well-being as the main 

factor to predict well-being.  

At last, based on the research findings and conclusions, it makes suggestions for 

research institutions, NPOs, social work and the government to be used as the reference of 

policies, spiritual services and follow-up studies. 

 

Key words:spirituality,well-being, spiritual science, spiritual service,Heng-Shan institution, 

body-mind-spirit well-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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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本章將闡述本研究進行之緣起，並在全球現況、國內外相關新聞議題下做探討。

本章分為三節，第一節為研究背景，第二節為研究動機與目的，第三節為名詞釋義，

以下依序論述之。 

第一節 研究背景 

自十八世紀工業革命開始至今，短短幾百年內讓人類文明有了歷史性的飛躍，科

技與物質文明的進步，使得人類生活獲得了大幅改善，但如今享受科技蓬勃發展之餘，

許多人逐漸感受到精神空虛及生態破壞的惡果。在生態方面環境汙染嚴重，使得氣候

異常、生物滅絕、各種自然災害頻傳，在經濟方面，金融風暴席捲全球，失業人口倍

增，各種不同的暴力事件不斷上演；種族衝突、恐怖攻擊、戰爭飢荒、各國政局紛擾，

人心之道德淪喪、價值觀瓦解以致天災人禍不斷，而疾病方面罹患癌症的人口比例增

加，憂鬱症自殺等情緒問題也日益嚴重。人們活在高壓力的狀態下，心理健康備受挑

戰，因此靈性健康也受到很大之影響 (林莉芳，2006；陳慧姿，2007；楊雅婷，2013；

廖淑純，2011)。而這些混亂失序的現象，實乃因人類過度追求物質文明與機會主義

盛行之故，因此人們逐漸從汲汲營營追求物質享受的功利之心開始轉向內心靈性的修

鍊，強調身心靈平衡對人類健康與未來發展的重要性。 

佛洛伊德在《文明及其不滿》一書裡說到：「不要以為技術與物質的進步即可為

人類帶來幸福」(陳信宏譯，2007)。人類將物質享受及外在的成功做為人生最高目標，

而忽略了心靈精神層次的追求，在忙碌追求物質、財富的成長背後，心靈卻受到很大

的窄化和扭曲，隨著生活的忙亂，快樂與幸福彷彿離我們越來越遠(洪櫻純，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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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研究者認為物質主義、機會主義的盛行，導致近年來全球逐漸興起靈性的追尋、

重視身心靈全人健康，在各領域探討靈性特質，並熱烈投入對生命意義的追尋。 

Miller(2007)博士是國際著名的全人教育、靈性教育學者與實務推動者，他在書

中說到：「近幾年來，我們已目睹世人普遍對靈性(spirituality)事務持續增加的興趣，

有些還強調我們正處於靈性復興的時代：現在靈性復興(spiritual renaissance)正橫掃全

世界…它是一種吾人思考方式的革命(Williamson 1994，頁 3)」「我愈深刻地探求全球

環境危機的根源，就愈加確定那是一種內在危機—靈性(沒有比這個更好的字眼可以

形容了)危機的外在顯現。我深信一種內在生態的價值所倚靠的，與象徵健康環境所

需要的平衡與整全原則是同樣的。」(張淑美譯，2007)。如上所述在這個科技日新月

異，全球化市場下經濟、物質發達的時代，鼓勵物質享受、金錢至上的價值觀盛行，

人類社會充滿著競爭、消費與掠取，我們的心越來越被外在的物慾所牽制，逐漸失去

與自己、他人、自然和環境、萬事萬物聯繫之「靈性」，因此有越來越多的人開始重

新反思生命的意義、找尋生命的目標與調整價值觀。研究者於「台灣博碩士論文知識

加值系統」中，以「靈性」為關鍵詞搜尋其碩博士論文共得 299 筆資料，研究領域涉

及醫學、健康、護理、諮商、教育、心理、生理、企業組織、領導管理、宗教、哲學、

美學、人際關係等，由此可見靈性議題日益受到重視。 

1966 年 Henderson 提出十四項人類的基本需求，除了身、心的需求外，還包含靈

性需求(Henderson & Harmer,1997)。因此面對當前社會中的混亂與失序，我們應該找

尋「內在靈性」與「外在物質」兩者間的平衡，當尋求經濟與物質的需求滿足時，不

應忽略了靈性層面。在過去，雖然主流心理學忽略靈性的層面，但是仍有不少的心理

學家，開始對靈性與心理健康之間的關係加以研究，1994 年第四版的 DSM-IV 及第

五版 DSM-V(2011)將靈性和宗教的議題也列入其中。自此，傳統上的生理-心理-社會

(Bio-Psycho-Social) 之 外 ， 加 入 了 靈 性 層 面 ， 形 成 生 理 - 心 理 - 社 會 - 靈 性

(Bio-Psycho-Social-Spiritual)。可見人類心靈的進化與發展並不因為理論發展的不足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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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停頓，正在蓬勃的發展中(陳美琴，2014)。Miller(2000)提出靈性是為我們的生命

帶來意義與方向的一種深刻與有活力的能量。因此靈性的探討已是全球覺醒且備受關

注的議題，唯有向內找尋深藏在人人體內未發現的這股靈性能量，我們才能獲得平靜、

安詳、自在、幸福。 

關於幸福感議題於 2005 年全球媒體爭相報導位於喜馬拉雅山下「最快樂的窮國

─不丹」這個國度後開始備受矚目。根據英國萊斯特大學在 2006 年 7 月所公佈研究

「世界快樂地圖」(World Map of Happiness)，不丹的快樂指數在全球排名第八，台灣

排名第六十三名。不丹的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縮寫 GDP)僅一千四百

美元，卻比人均所得三萬一千五百美元的日本高出八十名，也比四萬一千八百美元的

美國高出九名，不丹人民的快樂程度遠勝於許多高科技的國家，為全球第一個以快樂

立國的國家(林正峰，2007)。而早在 1972 年，不丹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確定以“國民

幸福毛額＂(Gross National Happiness,縮寫 GNH)為國家發展目標的國家(中國經濟週

刊，2013)。2013 年不丹總理吉美．廷禮在其著作《幸福是什麼？》一書中寫到：我

在聯合國會議中強調：「一個國家如何實踐幸福，將是衡量該國促進人類福祉的最佳

指標。」我們可以說，不丹是一個推展「幸福加值」的國家(陳俊銘譯，2013)。不丹

總理吉美．廷禮在聯合國千禧年發展目標高峰會中，敦促全世界將「幸福」納入會員

國國家發展目標之一，終於在 2012 年通過了此項提案，將「幸福」概念列為千禧年

「國家發展指數」的第九項指標(蕭韻純，2014)。不丹在追求全民的幸福上，致力保

存傳統文化、生態環境，追求平等與平衡，不迷信經濟成長率，使人民獲得快樂。 

而另一個快樂國是人口只有 560 萬的丹麥，這是全球幸福指數最高的國度。由聯

合國大會委託美國哥倫比亞大學地球研究所進行的《2014 全球幸福指數報告》（World 

Happiness Report）(張淳，2013)，丹麥再次成為『全球幸福指數』最高的國家。「丹

麥」是一個均富的國度，經濟發達富裕，平均國民所得在全球國家中排名第七，平均

月薪折合新台幣約十八萬元，是台灣的四．七倍，即便送報生都能拿到月薪新台幣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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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萬元，這是一個幾乎沒有窮人的國家(商業週刊，2007，1001 期)。因此丹麥的經濟

富裕，教育、醫療、社福等體制完善使人民沒有煩惱，擁有幸福的生活。 

從世界各國的現況和不丹、丹麥兩個國家的例子，我們可以探究「快樂」、「幸福」

和「美好生活」是否與經濟成長有直接關係？富裕會不會讓人們在心靈和物質上更容

易達到平衡？而「靈性」是不是人類最終渴望滿足的需求？ 

反觀國內，因應國際趨勢台灣在 2012 年馬總統曾表示未來將每年公佈國民幸福

指數，政府亦開始重視「國家快樂力」、「國民幸福指數」，並積極呼應國際統計焦點

由經濟統計擴及民眾福祉，期藉由各項指標具體呈現民眾福祉變化，適切導引政策及

資源配置，從而促進福祉之提升(主計總處，2013)。這項政策或許意味著台灣政府與

國人已經漸漸意識到一味的追求經濟成長，將出現許多後遺症；環境的汙染破壞與高

度競爭帶給人民焦慮、壓力與不快樂，顯然國民所得高並不代表幸福快樂的程度一定

隨之提升(黃源協、莊俐昕，2012)。 

從 1961 年至 2014 年台灣國民平均每人之國民生產總值(Gross National Product,

縮寫 GNP)、國內生產總值及年增率百分比來看幾乎是年年成長(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

2014)。2012 年天下雜誌 500 期，封面主題為：「改變 為了幸福」，文中指出：「『世界

十大偉大社會』台灣上榜，名列第十；但報導中卻寫道：「為什麼拚經濟沒有帶來更

多快樂？為什麼幸福感高的國家，競爭力就強？21 世紀，我們必須勇敢改變，因為，

幸福是臺灣競爭力的下一步。」同年《天下》『幸福指數調查』也顯示，台灣民眾的

生活滿意度，僅達及格標準。前衛生署長楊志良在著書《台灣大崩壞》中寫道：台灣

生病了！病因是「四不一沒有：不婚、不生、不養、不活及多數年輕人覺得沒有前景」

(楊志良，2012)。而 2014 年三月臺灣大批青年走上街頭的公民運動還有震驚社會的

隨機殺人案件增多，這些種種皆意味著整體社會不安、焦慮、生活艱困的現象，也突

顯出臺灣社會嚴重的精神困境，因此我們亟需尋求解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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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理健康方面，根據聯合國世界衛生組織以DALY (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

殘疾調整生命年)為指標，估算全球性疾病負擔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之報告指出，

憂鬱症將在西元2020年成為全世界疾病中DALY排名第二的高負擔疾病(引自劉育如，

2005)。因此在全球面臨世紀疾病憂鬱症的影響下，也促使許多學者進行關於快樂、

幸福的議題。著名心理學者馬汀‧塞利格曼(Martin E. P. Seligman)提出正向心理學

(positive psychology)的論點引發諸多學者的跟進，在此脈絡下「快樂」(亦稱「幸福」)

的研究在心理學領域受到廣泛的重視。Seligman 是第一個打破傳統，站出來大聲疾

呼心理學應該重視快樂、健康的情緒，不應該投下全部精力到研究心理疾病上。畢竟

預防勝於治療，假如我們能使人們過得很快樂，心理很健康，就不必去治療憂鬱症或

其他心理疾病了，因而心理學家開始問：我們如何能夠快樂？我們如何能夠有意義的

過一生？ (洪蘭譯，2014)。而學者 Jung 曾明確洞察的提醒說「現代人生病了，因為

他們不完整。」這句話明顯的指出身心靈的整全性是現代人所缺乏的(劉國彬、楊德

友譯，1997 )。 

從世界現況到不丹、丹麥，從台灣民眾的幸福感受到社會現況的不幸福氛圍以及

全球憂鬱症疾病的發生，有鑑於此研究者認為了解人類幸福的來源、影響因素是非常

必要的，而藉由何種改變和影響能使之產生幸福感，則是一項值得研究的議題。因此

本研究主要目的為探索靈性與幸福感的關聯性，了解我們是否可以藉由改變某些想法、

作法，以及參與非營利組織所提供的靈性服務進而產生幸福感，以科學之方法探討「靈

性」與「幸福感」的關聯性，嘗試奠立「靈性科學」之研究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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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壹、研究動機 

「幸福的概念極為模糊不清，儘管所有人都想獲得幸福，卻沒有人能夠對自己真

正的渴求提出確切一致的說法。」 

─德國哲學家 康德(Immanuel Kant，引自幸福的歷史一書，頁 5) 

世界各地的人一直都在尋找快樂的祕訣。希臘哲學家柏拉圖成立一座學院的目的，

便是為了研究這個課題，他的得意門生亞里斯多德後來也創辦一所與之相庭抗禮的書

院，推廣自創的快樂理論。而生存年代比他們早一個多世紀的孔子，也曾經周遊列國

傳授修身養性幸福之道。任何偉大的宗教或包羅萬象的哲學體系，都在探討今生或來

世的快樂問題(譚家瑜譯，2013)。 

一、瞭解幸福感的影響因素 

正向心理學家 Tal Ben-Shahar 在他的著作《更快樂》一書中寫道：「在諾貝爾經

濟學獎得主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前景理論」的基礎上，研究者已經證實財富與

快樂並沒有必然關係，財富的累積也無法帶來快樂，所以科學唯物主義的物質觀與新

自由經濟主義「人類具有追求利益極大化」的假設受到嚴酷的挑戰。」地球進入千禧

年，在全球化、科技進步、物質繁榮的程度不斷推升的同時，我們卻發現心情鬱卒的

程度亦隨之提高。我們這一代的人，包括大部分西方國家和愈來愈多東方國家的人民，

雖比前人富裕，卻沒有因此活得更快樂。正向心理學泰斗米哈里．齊克森米哈里

(Mihaly Csikszentmihalyi)問了個答案複雜的簡單問題：「我們既然這麼富有，為何卻

快樂不起來？」美國最有名的大法官何姆斯(Oliver Holmes)說：「世人務必瞭解一件事：

物質享受帶來的樂趣品質不高，其快樂程度甚至低於不曾奢求物質享受的人得到的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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樂。」(譚家瑜譯，2013)。因此若財富不能影響我們的幸福感，那到底是什麼因素可

以讓我們感受到真正的快樂和幸福呢？研究者想藉此研究探討，什麼因素會導致人們

產生幸福感？是否幸福感與個人背景變項有關？經濟穩定、富裕的物質生活是否較容

易讓人們產生幸福感呢？或是培養感恩、自在、知足常樂的靈性觀念就容易得到幸福

感？因此這是研究者欲做此研究的動機之一。 

二、探討靈性與幸福感之關聯 

在心理健康的議題中，一定提到靈性層面，因為靈性是疾病、健康與照顧的層面，

被視為在生理、精神與社會層面之外的獨特層面。靈性層面在人的生活中是很重要的

(李美遠，2009)。研究者所服務的非營利機構中，最常面臨的服務對象即是「不幸福、

不快樂、不健康的人」，這當中有許多不乏是企業家、生活與經濟不虞匱乏的社會高

成就者，在近幾年中更趨明顯的是精神疾患的增多，且年齡層逐年下降。常常研究者

在服務民眾的過程中問道：「您快樂嗎？幸福嗎？」，十之八九的答案都不是肯定的，

且罹患憂鬱症的民眾也不因身分、年齡與社經地位而有所分別。除此外社會的不確定

性增高，競爭、資源分配不均的貧富問題，對政府廉能及失去施政信任感的種種現況，

台灣瀰漫著一股精神上的焦慮、恐懼、無奈以及對未來失去方向、不安定感的氣氛。

因此這也形成研究者想要深入探究若精神的無奈、恐懼，使生活缺乏意義、靈性枯竭，

是否會影響幸福感。 

世界衛生組織在 1991開始，結合了 15個國家發展了與健康相關的生活品質問卷，

被稱為 WHOQOL-100(世界衛生組織生活品質問卷)，這個問卷分為六大範疇，包括

生理範疇(Physical Domain)、心理範疇(Psychological Domain)、獨立程度範疇(Level of 

Independence)、社會關係(Social Relationship)、環境(Environment)、心靈/宗教/個人信

念(Spiritual/RreligIon/Personal Beliefs)(張馨文，2004)。其中第六大範疇中包涵了靈性，

因此評估一個人是否有健康的生活品質，是涵蓋著靈性的層面。Sullivan(1993)指出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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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可以說是在面對負面事件的有效緩衝，是社會支援的來源，並且可以提供生命的意

義感與和諧。而在處理生命的壓力與問題時，靈性可以是因應機制，靈性介入能幫助

個人從嚴重心理疾病的受苦中，改善其生活的品質，因此靈性是有積極正向的能力；

靈性與心理健康是息息相關，因而靈性是否與幸福感有直接關聯？研究者在此次研究

中選擇服務之機構作為研究場域，此機構是一個以「靈性科學」為範疇之非營利組織，

應用靈性服務項目協助普羅大眾及需要社會工作協助之弱勢族群，使之恢復身心靈健

康、獲致靈性成長與幸福感，因此靈性與幸福感可藉由實證是否具關聯性，此為研究

動機之二。 

三、國內尚無針對非營利組織靈性與幸福感關聯性的研究 

研究者於「台灣博碩士論文知識加值系統」以靈性和幸福感為搜尋關鍵字詞，檢

索出共13篇相關論文，分別是探討臺中社區老人超越老化程度與相關因素探討一篇，

高齡學習者家人關係、日常靈性感受與幸福感關係之研究一篇，志工參與動機、幸福

感對其持續涉入之影響─以靈性安適為調節變項之研究一篇，靈性與休閒阻礙對休閒

體驗和幸福感的影響－以老年人參與進香團為例一篇，以管理領域之職場靈性、靈性

領導及家庭工作衝突、幸福感為主題者有四篇，以國小教師和高中教師的生命教育、

工作壓力、靈性健康和幸福感相關主題論文有四篇，探討不同人口變項大學生之靈性

安適、社會興趣及幸福感的差異比較之論文有一篇，但未發現同時以「靈性」、「幸福

感」為依變項之相關研究，也未發現有相同研究提出以非營利組織服務使用者為研究

對象之論文。 

依據研究者服務之機構，其創立使命即是改變人類，並致力於提升身、心、靈三

方位之全人健康，積極推廣靈性教育、思想，建立正確人生觀，重整社會風氣，使人

人幸福快樂，擁有自我實現能力，藉此創造全新地生活模式與價值觀。其組織願景與

提供之服務，都與目前全球熱烈探討之「靈性」、「幸福感」有密切關連，研究者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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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使用靈性服務可促使觀念改變、提升身心靈健康，參與靈性議題課程、接受美德

觀念以及從事志願服務等活動後，幾乎有大部分的民眾不須獲得物質或經濟的改善，

就能感受到生活變得幸福美好，於是引發研究者想探索是否藉由非營利組織所提供的

靈性服務即可促使人們獲得幸福感。本論文欲探討非營利組織服務使用者，是否於使

用靈性服務後提昇「幸福感」作為研究主題，以靈性服務為中介變項，希望藉此研究

可以讓更多民眾擁有健康幸福的人生，這是此研究的動機之三。 

綜合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以衡山機構非營利組織服務使用者為研究對象，透過

實證性研究，瞭解使用靈性服務前後幸福感的狀況；並探討靈性與幸福感之相關因素，

以評量接受靈性服務後產生的改變幅度，如此可以得知靈性與幸福感是否存在著關聯

性；不僅可藉此瞭解研究者所服務之非營利組織的績效，作為內部績效評估之依據與

外部行銷、責信之成果，並可作為服務品質提升與策略參考，藉以改進其服務內容；

並希望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具體建議，提供社會大眾靈性、幸福感提升之方法與政府訂

定相關政策之參考。 

貳、研究目的 

依據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將針對使用衡山機構靈性服務項目之民眾，進行靈性

與幸福感關聯性之影響因素探討，研究目的如下： 

一、瞭解服務使用者接受靈性服務前後之靈性成長狀況。 

二、瞭解服務使用者接受靈性服務前後之幸福感狀況。 

三、探討服務使用者之靈性成長與幸福感的關聯性。 

四、透過本研究結果，提出研究機構服務方向與服務內容之相關建議，作為未來

機構發展之依據，以及提供各領域之相關研究與政府訂定相關社會政策之

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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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釋義 

本研究所提及的重要名詞釋義如下： 

壹、靈性 

本研究所稱之「靈性」定義：靈性(spirituality)是人體的一股核心能量，若提升或

激發則可影響我們的思想、言行態度、人際關係、身心健康和看待事物的境界，具有

與他人或自然界、靈界之聯繫，如與神或超自然力量之連結等。藉由這股能量之提升，

我們可以超越物質的束縛，賦予生命的意義與價值，生命因此具有目標與目的性，而

不只是生老病死苦的歷程。每個個體的靈性能量可以透過學習將靈性的質量表現在外，

且靈性可以培養並經由鍛鍊而提昇，當靈性提昇時自我與他人亦感受得到，就像是空

氣和水一般，靈性能量之提升與展現可使人具有真、善、美等深刻的感受，因此靈性

能量提升則可以說靈性是越健康的，同時可以影響身心的健康，達到全人健康的目標。

本研究將編制衡山靈性成長量表，並依此靈性之定義，歸納出六個構面分別為：(1)

靈格提升～智慧湧現；(2)活出意義～超越逆境；(3)與人締結～自利利他；(4)靈性健

康～身心和諧；(5)明心見性～天地融合；(6)靈和相處～圓滿人生等六個面向。 

貳、幸福感 

本研究所稱之「幸福感」(well-being)之定義為：整合個人主觀感受的情緒(正負

向情緒)、認知(整體生活滿意度)和心理健康(人格特質、品德、態度價值)等三大範疇，

是個體在情緒、生活認知、人際、身心健康狀態的感受滿意度，使個體可以主觀意識

到生命之完善、生命的意義與存在的價值，並經由認知的改變，與行動之實踐達成目

標後產生的幸福感，即所謂真實的幸福感。本研究欲編制衡山幸福感量表，依上述幸

福感之定義，歸納出六個構面分別為：(1)正向情緒；(2)生活滿意；(3)和諧人際；(4)

身心健康；(5)自我實現；(6)幸福觀等六個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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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靈性科學 

本研究所稱之「靈性科學」(spiritual science)，既稱之為「科學」，就是能以每個

個體自身來實證靈性的存在，藉此以科學的方法研究「靈性」存在於每個人體內之一

切奧秘，在西方物質科學觀和東方靈性哲學思想及各大宗教觀念下，藉由實證研究、

質性研究剖析東、西方關於「靈」、「靈性成長」、「靈性能量與健康」、「靈界現象」、「靈

修、宗教修行」、「人體潛能」、「靈魂存在」、「宇宙現象」、「生命起源」等一切有形物

質與無形精神世界的交互作用，並探討靈界與物質界的關係與運作法則。 

肆、靈性服務 

「靈性服務」(spiritual service)，為用以促進靈性提升、靈性健康、靈性安適及建

立正確人生觀、美好生活等目的所提供之各項服務內容，可以包含宗教團體、非營利

組織或是企業所提供之各項收費或不收費的服務、課程、團體工作等等。本研究所稱

之「靈性服務」，為此次研究之非營利機構所提供給社會大眾之服務項目共九項，內

容包括有：(1)放鬆訓練；(2)降意識訓練；(3)靜態、動態之身心靈自我療癒課程；(4)

人際互動與靈性休閒；(5)志願服務與課程；(6)美好品德與靈性能量提升之檢定；(7)

靈性科學理論與課程；(8)心靈諮詢服務；(9)身心靈整合調理，以上為此研究機構靈

性服務內容，用以提升使用者之靈性成長、靈性健康、靈性能量並促進超越性、靈性

之自我實現，本研究以使用上述靈性服務後幸福感是否提升為主要研究目的。 

伍、衡山機構 

衡山機構的第一個社團單位創立於 1990 年，創辦人為許衡山先生，此後陸續設

立各社團法人、財團法人單位及慈善醫療單位，統整稱為「衡山機構」，是一個以非

營利組織從事社會福利本質的機構，並以發揚靈性科學精神，將研究成果應用於機構，

其應用領域有：醫療、慈善、教育、文化、親子關係、心理健康促進、身心靈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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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年並發展醫療與靈性相關研究。本次研究所進行的場域即是「衡山機構」，研究之

施測對象即為「衡山機構服務使用者」。 

陸、身心靈健康 

本研究的「身心靈健康」(body-mind-spirit well-being)，是以身(軀體、肉體健康)、

心(情緒、心理健康)、靈(精神、靈性狀態，如生命意義、靈性能量等)三個層面均呈

現健康的標準，為身心靈全人健康，所使用的促進方法為身心靈整合調理，其內容為

藉由身體的保健(身)方面，有運動、飲食、作息、睡眠的調整與預防醫學之各項內涵

與醫療協助，再者為心理的健康(心)方面，例如：情緒管理、放鬆訓練以及 seligman

所提出的正向心理學之練習計畫、西方的心理治療技術，而靈性健康及靈性能量之提

升(靈)方面，則有衡山機構靈性科學研究成果之靈性修行實務、靈性觀思想、降意識

訓練等，形式類似如東方醫療實務，如太極、瑜伽、冥想，但此靈性修行實務與古老

東方修行實務內涵還是有所不同，藉由此身、心、靈之施行調整達到全人健康，即為

本研究所稱之「身心靈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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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旨在探討與分析本研究相關的理論與文獻。第一節針對「靈性」的定義與相

關理論，瞭解研究與探討之主題。第二節為「幸福感」的定義與理論。第三節為「靈

性與幸福感的關係」。第四節為介紹此次研究之非營利組織場域，並針對靈性服務內

容做說明。本章共分四個小節，各節詳細敘述如下。 

第一節 靈性 

意義治療大師 Frankl(1969)認為「我們不能忽略靈性層面，因為那是人之所以為

人之處」。因此追求靈性成長是人類更高層次的覺醒，體悟到人類與萬事萬物相連結

的感覺。生命的意義、價值，建構在自我的實現和「靈性」的追尋，此兩者間有很大

的關連。靈性需求的滿足可使個體對人生、生命、苦難及病痛賦予意義；因此當人生

有意義，即會展現出靈性特質，例如：愛、堅毅、慈悲、寬恕、感恩、樂觀、幸福感

等等，這些特質是發自於我們的內在靈性，當這些靈性覺醒，我們就能感受到生命的

美好，也才能擁有幸福的生活。此節分別就靈性的概念、定義並就靈性相關測量工具

與影響靈性之因素作探討。 

壹、靈性的概念 

一、靈性的定義 

西方文獻常用的靈性(spirituality)定義是來自拉丁文「spiritualitas」，意思是“呼

吸＂。這是一個比宗教更廣泛的概念，主要是一個動態的、個人化的、體驗的過程。

靈性的特點包括追求的意義和目的性，超越性(即在某種意義上來說：人不只是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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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質存在而已)，連通性(例如：與他人，自然，或神之聯繫)，和價值觀(例如：愛，

同情，公平正義) (Mueller , Plevak & Rummans , 2001)。 

韋氏新字典對「靈」(spirit)的解釋為：生活的準則；超出身體、精神與智慧的思

想、動機與感覺；超自然力量；個人化；勇氣、活力、熱忱；榮耀等(蕭雅竹，2004)。

國外與靈性相關的文獻中，在定義靈性時，常使用靈(spirit)、靈性(spirituality or the 

spiritual)、靈性健康(spiritual health)、美好的心靈(wellness spirituality)、心靈安適

(spiritual wellness)等詞來形容靈性的狀態(陳慧姿，2007)。在台灣現今許多研究比較

傾向於使用「靈性」二字代表與 spirituality 相關的概念。對於靈性一詞，國內外學者

對靈性的定義及其包含的層面有諸多的描述，彙整如下表： 

表 2-1-1 國內外學者對靈性之定義與描述 

年代 學者 定義與描述 

1969 Maslow 靈性是人類的最高需求，屬於自我超越的層次，包含高峰經驗與高原經驗。

1980 Fabry 靈性包含了：求意義的意志、創造力、想像力、直觀信仰、信念、愛、行善、

幽默感、自我超越。 

1991 Bensley 一種生命達成的感覺、一種社會與自己的價值與信念、生命的圓滿、一種至

高無上的力量。 

1995 Goddard 從靈性的表達觀點，提出靈性活動可以是外顯行為，也可以是個人內在的心

理活動，包括自我觀照、反省、個人對他人與上帝關係的感知。 

1995 潘裕豐 靈性是一種超脫自我、無我、忘我的直覺感受，它是主觀的，超越個人以往

經驗與需求的，當人進入所謂靈性生活時，會有圓融滿足、物我齊一與至善

喜樂之感。 

1998 Speck 認為靈性就是個人對生命價值所堅持的信念或信仰。 

2000 Miller 靈性是為我們的生命帶來意義與方向的一種深刻與有活力的能量。 

2000 陳榮基 指出靈性的定義是超越宗教的。它追求靈悟、崇敬，莊嚴生命的意義與目的。

不一定是相信神的存在的人才會有靈性的需求。靈性的範圍包含嘗試與宇宙

和諧，追求無極(神或上帝)的解答；它探尋生命的意義及目的。 

2001 Catanzaro & 

McMullen 

認為靈性是透過個體與他人、宇宙的互動以及超越的力量，讓個人可以獲得

自我實現的成就感，並且達致和諧安詳的狀態。 

2003 杜明勳 認為靈性是一種人生的哲學觀、價值觀，它不一定是宗教的，但也可以接受

宗教的哲學觀，這種觀念會影響個人生活的態度與行為、生活調適技巧、人

際關係、身心健康等狀態。 

2005 Purdy & 

Dupey 

認為靈性是一種能量的來源，是生命的精力可貫穿行為、思考、感覺等，其

作用是相當複雜及多元的，一個人若處於平衡及更高功能的狀況，那麼靈性

就像水一樣，可以自由自在的流動。 

2006 楊克平 認為人是「身」、「心」與「靈」的整合體，靈性則是一個人內在的資源所在，

它引導著一個人的思、言與行為；深遠的影響著「身」與「心」的健康。 

2007 林惠蓮 靈性在本質上是一種與生俱來的個人內在超越能力，與個人對於生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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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工作的意義追尋有關，透過靈性，個人發展內在的充實、智慧、愛與慈悲，

對生活世界產生真實的連結感，同時，藉由意義的獲得，彰顯生命的價值，

並獲得喜樂。 

2010 徐潔華 將靈性定義為：一種個人精神成長的高等層次，個人精神在該層次上具有類

似動機的特質，會使人們堅定自己的信心，並超越自我人格的影響使內心獲

得平靜和諧，同時這股內心的力量會驅使個人去尋求存在的價值與意義，藉

此豐富精神生活。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按年份排序。) 

綜合以上國內外文獻對靈性的描述與定義，研究者發現靈性的定義其實並不容易

描述清楚，多數是關於意義、目的、人生目標、高等層次、宇宙和諧等抽象的形容與

體會，而歸納所有論述，若可將靈性以「能量」比喻來形容則較容易理解，例如這股

靈性能量若提升或激發，則可以影響著我們的思想、言行、人生觀、人際關係、身心

的健康和智慧等，藉由這股能量之提升，我們可以超越物質的束縛，賦予生命的意義

與價值，生命因此具有目標，而不只是生老病死苦的歷程，因此靈性可以培養並經由

鍛鍊而提昇，當靈性提昇時自我與他人亦感受得到，就像是空氣和水在人體內可以流

動一般，靈性能量之提升與展現則可以使人具有真、善、美、愛、勇氣、智慧、慈悲、

和諧、平靜、安詳等深刻的感受；靈性能量提升則可說靈性是健康的，同時可以影響

身與心達到全人健康的目標。 

二、靈性的需求層面 

傳統上認定人類是由生理、心理、社會三個層面來建構個體之健康，一直到二十

一世紀以來，經由各領域學者與大環境的人們所認定的健康層面已擴大為生理、心理、

社會、情緒和靈性的全人健康觀念。本研究試圖從不同學者的理論觀點來探討靈性之

需求，作為此研究操作性定義之概念與發展問卷之基礎。 

(一)  Carson(卡森)提出靈性的三個層面 

卡森(D.A.Carson)是三一神學院的新約研究教授，1980 年提出人是由三個層面組

成的說法：第一層是生理部分；第二層是心理與社會部分；第三層也是最內層即為靈

性層面，此層面使人們能瞭解自己的生命意義及價值。每個人若上述的三個層面皆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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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即可成為一個完整的人。Carson(1989)指出靈性的需求(spiritual needs)為：意義、

目標、愛、信任、希望、寬恕和創造性。 

(二)  Fowler(馮勒)提出靈性的四個層面 

研究信心與靈性發展的教育學者馮勒(James Fowler)1985 年提出將靈性的層次分

為四個層次，第一層次是跟隨世俗的信念(conventional faith)，在此層次時，人基本上

沒有個人的思想信念，只會遵從傳統社會之要求；第二層次為利己反映的信念

(individualistic reflective faith)，此層次是指一種不斷迎合外在權威要求而滿足私利的

思想信念；第三層次是關連信念(conjunctive faith)，此層次是指人能連結生活經歷，

具有超然、多元的想法且能建立個人信念，因此對世事變化有較好的忍受，也能肯定

自己的人生及價值；第四層次為宇宙信念(universalizing faith)，此層次的人能有高深

的頓悟與超越，可以豁達地看待人生，甚至可犧牲自己去滿足及配合他人(引自陳慧

姿，2007)。 

(三)  Andre Lefebvre(李安德)提出靈性的四個層面 

台灣超個人心理學(Transpersonal psychology)領域研究者李安德(Andre Lefebvre)，

在其著作《超個人心理學：心理學的新典範》認為在不同的文化時代，每個人的靈性

可以分為四個層次，第一層次是生理層次，第二層面是情緒層次，第三層面是理性層

次，第四層面是靈性層次。而若以理性層次為基礎，則生理及情緒位居理性之下，靈

性層次則具超理性或超越性(若水譯，1992)。 

從上述文獻論述靈性需求的概念中，研究者歸納出靈性的需求由基本的生理需求

滿足進而心理、情緒、理性之滿足，最後進展至靈性需求之層次滿足，而且在此過程

中個體由內至外將個人之信念、信仰由自身漸擴大至外部與他人、自然、宇宙之超然

體會進而得到滿足，從學者研究之文獻針對靈性需求涵蓋的層面，可以得知靈性需求

多半做精神層次、形而上的概念描述，雖然追尋靈性需求滿足之具體方式較為欠缺，

但靈性之需求層面確實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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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靈性的相關測量工具 

靈性的概念相當抽象，而單就靈性亦很難予以測量評估，因此欲談論靈性多數以

個人的靈性健康與否作為評定，而靈性健康並非以物質、身心狀態或眼前所見來判斷，

因其牽涉個人的生命經驗、宗教信仰、生活型態、價值觀與信念等諸多面向，因此學

者 Draper & McSherry(2002)在一篇靈性與精神評估文章中以批判性觀點提出，在醫療

保健領域中對靈性是從不受重視的地位，而漸次讓大家開始關注，但是對於靈性這些

精神性的評價方法、概念性的哲學意義與宗教的區隔為何，在實用性和科學實證中，

是否可被測量提出了質疑。目前靈性健康的量表有不同的建構，但也有相同的趨勢，

有些已編製成量表，有些則還在探索性的建構有效因素，皆有不同的參考價值(許玉

容，2013)。 

綜合靈性健康的相關研究，大致可區分為質性和量化兩類，方法多為深度訪談、

開放式的問卷、參與式的觀察法、結構式問卷調查法、實驗法以及質量並重的多元方

法。國外靈性健康之研究，無論是量化或質性研究，其所涉及的研究對象十分廣泛，

如：癌症病患、老年人、學生、成人、教師…等(Daaleman, Frey, Wallace & Studenski, 

2002; Fisher, Francis & Johnson,2000; Govier,2000; Hatch, Burg, Naberhaus & 

Hellmich,1998; Howden,1992; Hungelmann, Kenkel-Rossi, Klassen & Stollenwerk, 1996; 

Stranahan, 2008; Tongprateep, 2000; Wang, Chan, Ng & Ho, 2008)；然而目前國內靈性健

康之研究，多以中學、大專院校學生、國小教師、高中教師、護生等為對象(李昱平，

2005；張淑萍，2009；陳慧姿，2007；黃淑貞，2005；黃惠貞，2003；蕭雅竹，2004)(引

自許玉容，2013)。另外也有針對老人身心靈健康、靈性健康之研究(洪櫻純，2009；

許玉容，2013；羅暐茹，2011)。國外的研究，雖已發展出靈性健康量表，但大多含

有較多的宗教色彩，若直接採用，恐未能符合台灣社會的實況(引自許玉容，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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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本研究以量化研究進行，研究者嘗試編製靈性成長量表，對象以此次

研究機構之靈性服務使用者為主，其評量工具擬參酌國內外針對靈性、靈性健康、身

心靈健康發展出的量表，其整理如下表 2-1-2，以編製適用於本研究並符合本土性與

非營利組織靈性服務使用者的靈性成長量表。 

表 2-1-2 國內外靈性健康量表之整理 
年代 作者 名稱  指標 題數 

1982 Paloutizan & 

Ellison 

靈性安適量表 

(Spiritual Well-Being 

Scale; SWBS) 

垂直層面為個體與神互動品質，稱為宗

教的安適(Religious Well-Being; RWB)；

水準層面為個人對生命目的和滿意度的

看 法 ， 稱 為 存 在 的 安 適 (Existential 

Well-Being; EWB)。 

20 題 

1992 Howden  靈性評估量表 

(Spirituality Assessment 

Scale; SAS) 

生命的意義與目的、內在的資源、締結、

超越。 

 

28 題 

2000 Fisher, 

Francis & 

Johnson 

靈性健康四指標 

(Spiritual Health in Four 

Domains Index; SH4DI)

個人與自己、個人與社區、個人與環境

及個人與超自然的相互關係四層面。 

24 題 

2001 張翠芬 心靈安寧訪談指引表 因素一是信念/信仰面向；因素二是生命

/自我的責任感；因素三是生命的滿意度

/自我的實現。 

20 題 

2004 蕭雅竹 靈性健康量表 與人締結、活出意義、超越逆境、宗教

寄託、明己心性 

47 題 

2007 陳慧姿 靈性健康量表 超越逆境、與人締結、宗教寄託、活出

意義、感懷自然。 

33 題 

2011 羅暐茹 靈性健康量表 希望與應變、生命意義與價值、與天地

人我之連結、宗教寄託。 

36 題 

(資料來源：引自陳慧姿，2007；許玉容，2013 以及研究者整理。) 

本研究針對靈性成長將定義為服務使用者在參予靈性服務項目後，對於靈性是否

影響個體於思想、生命意義、價值觀、人際關係、幸福感等面向之轉變。綜合上述國

內外之量表內容，本研究主要引用 Howden(1992)、張翠芬(2001)、蕭雅竹(2004)、陳

慧姿(2007)和羅暐茹(2011)之靈性相關量表，根據本研究之目的，依據上述之靈性理

論與國內外之靈性量表進行重新修訂與編製，以設計出符合本研究之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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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靈性健康的相關研究 

國內尚無針對使用靈性服務後提升靈性或使靈性成長之研究，多數研究均與靈性

健康相關，但編製靈性成長之研究量表，必須瞭解現有研究中影響靈性之各種因素，

因此就國內外之文獻，研究探討之背景變項分別有性別、年齡、婚姻、宗教信仰、經

濟狀況、教育程度、職業等，參閱國內外研究發現影響靈性健康之因素亦涉及個人生

活經驗和信念、身心的健康狀態、運動之投入頻率、人際關係、參與學習活動、加入

志願服務工作、生活滿意度等，因此針對影響因素分述如下： 

一、影響靈性健康之客觀背景因素 

(一) 性別 

在過去的研究結果中，性別是否影響靈性健康，並無一致的結果。Highfield(1992)

調查癌症病人的靈性健康，發現性別和靈性健康無顯著相關。部分研究，如

Howden(1992)，Isaia 等人(1999)其研究支持女性的靈性健康狀態比男性好；吳佳蓁

(2013)研究不同性別的醫療志工靈性健康之差異，整體靈性健康中女性亦優於男性。

而研究結果呈現相異的有：黃惠貞(2003)針對大專生之研究，發現男生的靈性健康顯

著優於女生，特別是男生的「內心的應變力」和「超越性」顯著優於女生；陳慧姿(2013)

研究關於「高中教師靈性健康、寬恕與主觀幸福感量表的編製及其預測模式之研究」

結果為男性在靈性健康整體及分層面均顯著較佳。由上述文獻研究結果顯示性別與靈

性健康的相關性並未有一致性的定論，因此本研究將探討民眾使用靈性服務前後之靈

性成長是否因性別而有顯著差異。 

(二) 年齡 

Highfield(1992)調查癌症病人的靈性健康，發現年齡和靈性健康呈顯著正相關；

黃鳳玉(2011)研究調查發現護理人員的靈性健康程度受到年齡的影響；Eggers(2000)

針對中高齡者進行靈性健康調查研究，顯示宗教和靈性對於成人晚期愈顯重要，中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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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特別重視目前生活滿意度及未來的希望，而老年人對於生活的滿意度與目的、和過

去、未來做一綜合呈現 (引自洪櫻純，2009)；蕭雅竹(2004)研究護生靈性健康結果，

年齡的增長是影響靈性健康重要的因素；黃國城(2003)針對不同年齡的志工對生命意

義感整體，發現年長者的志工在「苦難接納」顯著高於年輕者，因為年長之志工生命

閱歷豐富，歷經人生風浪、起伏，認為苦難有助於成長，更加瞭解人生的意義。 

上述文獻研究顯示年齡與靈性健康均呈顯著正相關，因此本研究亦將探討使用靈

性服務前後靈性之成長是否因年齡而有顯著差異。 

(三) 教育程度 

吳佳蓁(2013)調查醫療志工之靈性健康差異，得知不同教育程度的醫療志工在靈

性健康整體及各構面均未顯著差異；黃鳳玉(2011)研究發現護理人員的教育程度與靈

性健康關係並未因教育程度的不同而有顯著差異。而相異的研究結果有羅瑞玉(2009)

研究老人健康發現教育程度高低與靈性需求有關，但只有在大專以上教育程度的老人

高於其他組間。因此教育程度高低與靈性之關係為何，有待進一步的研究探討。 

(四) 婚姻與有無子女之狀態 

吳佳蓁(2013)之研究結果，得知不同婚姻狀況的醫療志工在靈性健康整體及各構

面均未達顯著差異；陳慧姿(2007)之研究結果為不同婚姻狀況及不同子女數之高中教

師在靈性健康整體層面沒有顯著差異；羅瑞玉(2009)研究顯示婚姻狀態以離婚者、分

居者之老人靈性需求為高，未婚者為最低，但並未呈顯著差異；周上智(2013)研究國

小教師之靈性健康婚姻變項，在「超越逆境」分層面以「喪偶、離婚或分居」組的教

師高於「已婚」的教師，「靈性健康整體」和其他分層不同婚姻狀況的教師沒有顯著

差異，因此婚姻類型與靈性需求的高低並沒有關聯性。另外針對有無子女是否影響靈

性成長之研究，羅瑞玉(2009)研究老人的靈性需求不因子女的有無而呈顯著不同。因

此本研究欲探討婚姻狀況與有無子女狀態對靈性成長是否有影響。 



 

21 

 

(五) 經濟狀態 

楊素華(2007)研究老年人靈性狀態及靈性教育需求，結果發現在經濟狀況方面，

安定而固定的經濟來源是老年人的保障，經濟自足的老年人在心理適應、社會參與及

生活的滿意度較高；藍育惠等人(2008)研究經濟狀況是影響社區老人生活安適與希望

感的因素(引自許玉容，2013)。目前許多研究靈性之議題探討大多是老年人之靈性狀

態與各變項之相關性，因此經濟是否是影響一般民眾靈性的因素，亦可進一步探討。 

(六) 宗教信仰、靈性意識 

學者 Levin 整理宗教與健康的相關研究後指出，宗教與健康有關聯性，二者不一

定是正相關。且有學者質疑過去研究方法可能有誤差，質疑宗教與靈性是否可帶來較

佳的健康結果；因部分宗教過度強調教義，可能會讓信徒放棄家庭、工作和財富，對

健康反而造成負面的影響。許多國外學者以靈性安適量表為測量工具，研究中提到除

了 修 女 外 ， 其 他 人 的 存 在 安 適 得 分 高 於 宗 教 安 適 的 得 分

(Ellison,Levin,1998;Kaczorowski,1989;Levin,1996;Sloan,Bagiella,Powell,1999) ； 學 者

Highfield(1992)調查癌症病人以及 Howden(1992)調查 189 位 40~60 歲成人均發現，靈

性健康與宗教和宗教活動頻率均無顯著相關(引自洪櫻純，2009)；Hage(2006)健康靈

性或宗教功能與正向心理健康的結果是有相關的；研究指出參與教堂和主觀幸福感、

生活滿意有相關，然而，負面的宗教因應模式，例如：無法原諒上帝，也顯示出負面

心理健康的結果，如增加憂鬱、壓力和自殺的行為(引自李美遠，2009)：國內研究顯

示靈性健康與宗教(宗教類別、宗教活動的頻率)無顯著相關性(黃惠貞，2003)。 

而與上述研究結果相異的文獻有國內陳慧姿(2013)研究關於「高中教師靈性健康、

寬恕與主觀幸福感量表的編製及其預測模式之研究」，研究發現有宗教信仰、宗教虔

誠度較高、較常參與宗教團體活動及每天宗教自修的高中教師，其靈性健康整體及分

層面均顯著較佳；沈桂美(2014)針對某大專學生為研究對象，調查顯示經常對宗教信

仰內容實踐的大學生，在整體靈性健康及分層面上均顯著較佳；蕭雅竹(2004)以及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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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姿(2007)研究顯示有宗教信仰的護生和高中教師在靈性健康整體層面上顯著高於

無宗教信仰之對象。 

另部分研究高齡者的靈性健康狀態顯示，宗教信仰是提供高齡者靈性成長的路徑，

但非唯一途徑，而沒有特定信仰的高齡者亦可以透過經典的涵養找到生命的依歸及追

尋人生的終極意義(洪櫻純，2009；黃向吟，2008；楊素華，2006)；亦有研究調查 640

位大學生，研究結果發現擴大靈性意識即能降低神經質與憂鬱並無提及須有特定宗教

信仰(陳美琴，2014)。 

由上述文獻中發現靈性健康與宗教的顯著相關性，未有一致性之定論，因宗教與

靈性意識、靈性價值觀互有關聯性，以至於很難將兩者清楚區分，因此本研究針對此

將靈性做單獨探討，排除宗教信仰的影響，探討若無宗教活動與信仰是否對靈性成長

狀態有所差異，將調查有無宗教信仰或價值觀，是否可影響靈性成長。 

 (七) 職業經歷 

吳佳蓁(2013)調查不同職業的醫療志工在靈性健康整體及各構面達顯著差異；羅

瑞玉(2008)不同職業狀況的老人在整體靈性需求有顯著差異，事後比較結果以仍就業

者的需求高於無職業狀況者，只在人與社會、人與自我兩個面向有顯著性差異 (引自

許玉容，2013)。因此職業是否會影響靈性狀況可以做進一步之探討。 

二、影響靈性健康之主觀因素 

(一) 自覺健康狀況 

學者 Highfield(1992)研究癌症病人的靈性健康，發現自覺身心狀況和靈性健康呈

顯著相關；靈性健康在許多研究都得到頗為一致的研究結果，即靈性健康與較佳的健

康結果有關，例如靈性健康可減少死亡率、降低罹患心血管疾病與高血壓的機會；在

末期病患的研究發現靈性健康可以降低死亡焦慮；在心理健康層面，可減緩憂鬱、降

低焦慮、減少物質濫用與自殺，提高病患在面對氣喘、愛滋病、冠心症、腎臟病、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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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等嚴重疾患的調適機轉，成功的面對疾病的挑戰(引自洪櫻純，2009)。因此本研究

欲調查健康或疾病是否為影響靈性成長之重要因素。 

(二) 人際關係 

黃惠貞(2003)的研究結果顯示，靈性健康與全面性的人際關係均呈顯著正相關；

Highfield(1992)對癌症病人的研究顯示無論個體健康與否，親密的人際關係均有助於

靈性健康；洪櫻純(2009)研究老人之靈性健康之模式，家人的關係和支持是靈性健康

重要的基石。因此本研究亦調查影響靈性之重要因素排序，探討人際關係是否為影響

靈性成長之重要因素。 

(三) 人格特質 

王素秋(2013)在其研究「個人靈性與人生滿意度─探討人格特質之仲介」發現個

人靈性與子構面(自我覺察、靈性信念的重要性、靈性實踐與靈性需求)、五大人格特

質(外向型、親和型、認真勤勉負責型、情緒穩定型與開放原創型)與人生滿意度皆有

正向關係，五大人格特質中的情緒穩定型確實為中介變項，表示「個人靈性」會先影

響人格特質的「情緒穩定」，進而影響「人生滿意度」，此研究結果證明靈性是與生俱

有，每個人也都具有五大人格特質只是每個面向程度不一。本研究在此次問卷調查中，

受訪者將填寫排序影響靈性之重要因子，其人格特質亦為探究的因素之一。 

(四) 壓力挫折、心理健康 

Howden(1992)調查 189 位 40~60 歲的成人發現，靈性健康與過去一年內經歷危

機事件有顯著正相關；而許多研究結果顯示正向的靈性健康具有降低憂鬱的效果，尤

其是知覺壓力越大時，靈性健康對憂鬱的緩衝效果愈好；靈性健康與壓力之關係為當

壓力越小時，靈性健康越高；另研究發現病患的靈性、宗教信仰和生理、心理健康是

有潛在相關；亦發現靈性健康與憂鬱間呈現負相關；靈性因應可緩衝病患的壓力，更

可以是正向因應的型態(李美遠，2009；郭盛賢、陳美琴，2007；黃惠貞，2003；黃

惠貞、姜逸群，2005；蕭雅竹，2004)；甚至靈性健康可以緩衝專業耗竭、情緒低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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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生，並增加慈悲滿足(引自陳美琴，2014)；許玉容(2013)研究老人之身心靈健康，

結果顯示心理健康與靈性健康彼此之解釋力高可以互為檢驗。因此本研究將調查壓力

與挫折是否影響靈性成長的因素。就上述文獻顯示，壓力、危機或生理、心理疾病均

可影響靈性之健康，本研究欲探討靈性服務是否可增加面對壓力挫折之自我療癒能力

及影響靈性成長；並探討壓力與挫折是否為影響靈性成長之重要因素。 

 (五) 參與學習活動 

黃鳳玉(2011)研究護理人員上過靈性相關課程者其靈性健康差異平均得分高於

未上過靈性相關課程者；洪櫻純(2009)從研究結果發現，老人終身學習與靈性健康有

緊密關係；陳慧姿(2007)高中教師靈性健康之調查中發現，研習過生命教育課程之教

師在靈性健康整體層面及各層面均有顯著差異，研習內容能內化成自己的人生觀及價

值觀，進而擁有較高的人生智慧及閱歷。因此本研究亦探討靈性服務中之相關靈性課

程是否可影響靈性提升。 

(六) 參與志願服務 

近年國內外之志願服務觀念普及，從事志願服務成為一種趨勢。當個體參與志工

團隊可由互動發展出社會網絡，而從執行志願工作中能促進與他人的互動，建構出社

會支持的概念。洪櫻純(2009)以研究老人之靈性健康之模式訪談 13 位老人，研究結

果中受訪者從小我走向大我，從志願服務工作中得到靈性的成長；感受到生命從小愛

提升到大愛的層次；亦有文獻指出志工的靈性成長越成熟，則利他動機越強；而擔任

志工服務他人、成長自己會讓個體感到更幸福 (黃玉鳳，2012；劉士豪，2006；賴素

燕，2008)。 

因此本研究將調查是否擔任志工、有助人意向與自利利他精神，將有助於靈性之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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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幸福感 

幸福是現今在哲學、宗教、心理學、社會學、醫學、科技、管理、健康照護、教

育、身心靈等領域裡不斷被探究，並發展出許多新理論之議題，當前有關幸福感之探

討，多集中在各領域中引發成員之幸福感滿足與需求上，將靈性構面應用在探討相關

幸福感的論述是較少的，本研究以提供靈性服務為切入點，試圖探究靈性是否為影響

幸福的因素，在此節中我們將會討論幸福感的定義，以及關於幸福感的測量工具和影

響因素。 

壹、幸福感的定義 

由行動中可以得到最美好的事物是什麼？不論是販夫走卒或是文人雅士都認為

是「幸福」。但是不同人所說的幸福是不同的(施建斌、陸洛譯，1997)，因此要獲得

幸福，首先我們必須瞭解何謂幸福。研究者在文獻檢閱時發現東西方中外對於幸福感

的哲學思想與研究答案是相當豐富的，對於幸福觀、幸福的本質、幸福的概念、幸福

的來源、幸福的影響因素、幸福的程度有相當豐富的研究成果。以下就東西方文化及

西方近代社會學觀點來定義幸福以及幸福的意涵。 

一、東方哲學思想之幸福意涵 

本研究為理解真正之幸福感影響要素與來源，因此針對本土中國文化之幸福概念

闡述，試圖探究對於幸福能有全面性完整之定義。 

中國古代並無“幸福＂一說，但從今人對幸福的理解，幸福無非是美好生活的體

現，從這個角度來看，中國人從古到今天天都在追求幸福，中國古籍《易經》應是最

早討論到關於幸福的著作。國內學者傅佩榮(2013)論述《易經》有兩個基本內容，第

一個叫易理，第二個是象數，易理即是居安思危、樂天知命，是為人處世的規矩和想

法，觀察天之道，安排人之道；因為人活在大自然裡面，生命的條件是幸福或是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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都受到自然界各種現象的影響，在任何情況下都可以趨吉避兇、居安思危；而象數就

是占卦，要知道未來，要知道今天的選擇會有什麼後果。《易經》的“易＂即“變化＂，

幸福不是某種固定不變的狀態，人生祗能是追尋幸福的過程。因此幸福與危難是一體

兩面的，這是一種禍福相依的看法，追求的是居安思危、順應天道才能有幸福感。 

中國哲學文化對幸福的討論融合在儒、道、易、佛四家思想之中，對幸福感的解

釋，有其特殊的文化價值導向。巫雅菁(2001)指出，中國儒、道、易、佛四家學說中，

雖未明確的提出「幸福」的概念，但其一貫追求的目標「悅樂」，其實就是類同於現

代人所謂的幸福。 

儒家所強調的是，一個人能否擁有幸福感，不取決於外在的條件，而取決於是否

有“幸福的品格＂。通過培養德行、調整認知而改善所有思想與行為，以追求獲得“美

好的品格＂最終才能獲得幸福的生活。 

道家所提出和實踐的思想觀念其實也是一種幸福觀，即如何理解幸福和實現幸福

的觀念；所重視的幸福有精深廣闊的人生觀和宇宙觀。楊玉輝(2011)論述道家幸福觀

的五個基本內容為：合道順道的生活性質、身心健全的身體狀態、道法自然的生活滿

足、虛靜逍遙的精神表現與自然超脫的價值追求。 

而佛家思想中所提倡之八正道為：正見、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精進、

正念、正定，即能通過對自我的嚴格要求而使身心得到健康、開啟覺悟獲得智慧，最

終達到智慧、光明幸福的人生。 

在中國有幅著名的「三酸圖」，圖中描繪儒釋道三家圍一大醋缸，各自伸指點醋

而嚐，三人表情各不相同，儒家以為酸，佛家以為苦，道家以為甜。寓意儒家以人生

為酸，所以須以教化重視品德來端正行為；佛教以人生為苦，一生之中皆是痛楚；如

何離苦得樂是終極目標；道家則以人生為甜，認為人生本質美好，只是世人心智未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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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尋煩惱。因此儒釋道三家共同的追求即是達成美好幸福的人生與終極意義。以下針

對儒、道、佛的思想觀念，來解釋中國人對幸福的概念。 

表 2-2-1 東方哲學文化之幸福感概念表 

思想 幸福的概念 學者闡述 

儒家 

代表人物/孔孟 

對人性採取性善的看法，認為人均有向善的本

性。提倡積極奮發有為的人生，個體向內修身

養性，形成仁、義、禮、智良好的道德品質。

追求向外要漸進由齊家、治國、平天下，求取

功名，行中庸之道，不走極端，並注重人際關

係，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等境界進而

達到幸福的人生。 

儒家的悅樂源於「好學，行仁和人群和

諧」在向善的過程中，除了個人努力達

成善的境界之外，更講究兼善天下，協

助眾人達到至善境界的想法 (陸洛，

1998)。歸納儒家哲學認為人類的幸福是

來自於朝向至善努力的過程中(傅佩榮，

2010)。 

佛家 

代表人物/釋迦牟尼 

佛家強調人生而為苦，苦、集、滅、道四聖諦

說明人生本無幸福可言，有的只是生老病死各

種各樣的痛苦，而這些痛苦的根本來源在於人

的貪求欲望，對真理與自性的無知，所以要擺

脫痛苦的“生死輪迴＂離苦得樂，達到幸福的

彼岸即“涅槃＂，只有滅除貪愛欲望，藉由修

行、證悟，達到極樂世界，追求來世之終極成

就，最終才能擁有真正的幸福。 

認為幸福是一種「無欲」之後的內在心

靈平靜，除了強調人內在的修持之外，

也強調提攜眾人同登極樂的積極努力。

禪宗的幸福是一種明心見性，追求本來

的面貌與出入世的和諧(陸洛，1998)。 

道家 

代表人物/老子 

道家主張清靜無為，順其自然，崇尚返歸自

然，幸福生活在根本性質上應是合道順道的生

活。期望人類的行為能取法「道」的自然性與

和諧性，一切名、貨難得之物均比不上自己身

心的安適。 

「禍兮福之所倚，福兮禍之所伏。孰知其極，

其無正耶」在災禍中隱藏了幸福的到來，例

如：發生過災禍的人才知幸福的可貴，才知行

功立德追求永恆的幸福之道，而幸福中也潛伏

著災禍，例如：身在幸福中而不知珍惜，反倒

為非作歹，災禍很快就臨頭了。 

道家的幸福就是一種無為以及自我覺察

後的心境平和狀態，以自我本性的澄

清，不追求慾望，以無為的精神順應天

道來獲得幸福的感受(陸洛，1998)。 

《道德經》強調若水、盡己、無為、素

樸、知足等處事態度，強調人應似水柔

弱以包容萬物、遵循天道以安身立命、

避免過分強求、減少慾望以反璞歸真，

方能獲得幸福(施建彬，1995)。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從上述中國之各家思想歸納可以得知，關於中國人對幸福之觀點多從哲學思想和

至善、道德、形而上的論述方向來闡述，重要的共通點均是培養具有高超的學問、人

格特質與超越自我的境界，東方幸福感的追尋在於實踐追求理想完美人格的哲學教育，

強調修養與具備超然之價值觀、學習待人處事以及追求人世間的圓滿、人生意義與目

標，不管是今生或來世，都能夠達成終極目標，才是真正擁有幸福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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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方之幸福感意涵 

上述針對東方哲學思想中的幸福概念做闡述，而在西方哲學思想中也有相近之理

論，古希臘哲學家，亞里斯多德就提出幸福是人的自我實現觀點，他的理論通常被稱

為幸福論(eudaemonism)或自我實現論(Self-realizationism)。由於他強調幸福是人一種

完善自己的活動，因此他的幸福論又被稱為完善論(perfectionism)。其理論圍繞“幸

福是合於德性的現實活動＂之核心，探索“至善＂和幸福的德性內涵，以及達到“至

善＂和幸福的條件、途徑與方法。亞里斯多德認為“至善即是幸福＂，至善是由各個

具體的善累積而成，並且是在現實生活中通過德性的活動而達到的善。幸福不是品質，

而是現實活動。具有理性思辨的人會有一種崇高的目標，他能為高尚的目標去奮鬥，

從而達到幸福，而缺乏理性原則的人則不可能有幸福(張陸、佐斌，2007)。因此在完

善論的理論中，實踐幸福的過程中應是客觀的，而不是自我理解與感受的主觀認定。 

張陸、佐斌(2007)指出，從西方哲學傳統上看，有關幸福的概念與理論可以歸結

為兩種基本的類型：快樂論(hedonic)與實現論(eudemonia)。快樂論認為幸福是一種快

樂的體驗。實現論則認為幸福不僅僅是快樂，更是個體潛能的實現，是人的本質的實

現與顯現。因此基於此兩種不同的哲學傳統，現代幸福感研究從一開始就存在兩種取

向，即主觀幸福感 (Subjective well-being，簡稱 SWB)和心理幸福感 (Psychology 

well-being，簡稱 PWB)。 

西方幸福感測量研究從快樂論與實現論兩種哲學思路出發，且近代幸福感是正向

心理學研究的核心主題，自上世紀 60、70 年代研究開始，經過半個多世紀，不同取

向的幸福感分別形成了情緒幸福感、生活滿意度、主觀幸福感、心理幸福感與社會幸

福感(social well-being)等理論模型與測量體系，近年來心理幸福感與主觀幸福感之間

呈現出整合的趨勢，並為求全面與完整，已經從主觀到客觀、從快樂到意義、從個人

到社會、從獨立到整合歷經幾次重要演變，幸福感的理論發展讓個人與社會對幸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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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解有超越性的進展(陳浩彬、苗元江，2011；張陸、佐斌，2007)。研究者認為不管

是東方還是西方，應從其哲學淵源中追尋才能找到更完整的思考脈絡，從正向心理學

以 Seligman 和 Csikszentmihalyi 為主的最新理論發展，研究者發現其中已具有融合東

西方哲學的幸福思維、理論與實踐方法。 

以下就幸福感(well-being)，分別以主觀幸福感、心理幸福感、情緒幸福感、整體

生活滿意度與社會幸福感之內容說明，藉此探討是否整合為本研究之幸福感定義。 

(一)  主觀幸福感 

有些心理學家提出，一個人認為自己生活過得很好，就是構成美好生活的要素，

這種界定美好生活的取向，被稱為主觀幸福感(subjective well-being)，俗稱為快樂

(happiness)。主觀幸福感可被視為重要的社會指標，尤其是在重視個體價值與意見的

社會，以及當物質生活與衛生水準超越基本生存條件，允許人們去追求美好的生活時，

人們對生活品質的關切就會甚於經濟繁榮(Diener，2000)。主觀幸福感是從快樂論發

展而來，認為人的幸福是由人的情感所表達的，幸福就是對生活的滿意以及擁有多的

正向情緒和少的負向情緒(丁新華、王極盛，2004；曾文志，2007；張陸、佐斌，2007)。 

因此研究者歸納出主觀幸福感重視的是，個體之幸福感受建立在主觀的自我價值

和感覺上，其中最重要的是認知的因素，因此研究者認為主觀幸福感是較缺乏理性探

究與分析，而較重視感性的直覺；因主觀因素包括個體的人格特質、價值觀念，看待

事物的態度和取向等與認知有關的因素，因此主觀中包含個體對幸福的自我定義，主

觀幸福感中個體之認知因素影響了生活滿意度和正負向情緒的評量。 

(二)  心理幸福感 

心理幸福感是由實現論演化而來，認為幸福並不只是情感上的體驗，更應該關注

個人潛能的實現。心理幸福感建立在希臘哲人亞里斯多德提出的幸福論(eudaemonism)

或自我實現論(Self-realizationism)基礎上的，認為幸福是人的自我實現。學者 Ryff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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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了自我實現、充份發揮功能的個體、個體化、成熟的概念，並從生命歷程的發展觀

點來探究心理幸福感，主張生命週期的各個階段各有其所要面臨的不同挑戰，此乃符

合 Erikson 所提出的心理社會階段模式，因此 Ryff 認為每個個體都會傾向於實現生命

的目標而努力。心理幸福感指人的心理機能狀態良好，顯現自我完善、自我實現、自

我成就，是自我潛能的完美實現；認為人們之所以會感到快樂，是因為他們知道自己

有必須努力達成的目標，當目標達成、感受到自己的價值時，會產生愉快感覺。因此

Ryff 等人通過總結各種心理學理論，提出了心理幸福感的六個指標為：自我接受、

個人成長、生活目標、良好關係、環境控制和獨立自主 (Diener,Smith,Fujita，1995；

Ryff, 1989；苗元江、王青華，2009；陳浩彬、苗元江，2011；張陸、佐斌，2007)。 

歸納上述學者對心理幸福感之定義有二個層面：一為個體必須追尋自我實現，自

我成長、具有成熟之心智能力，二為生活需有目標、意義，具良好人際關係、能掌控

環境，是獨立自主的，擁有這些要素才能獲致幸福，因此心理幸福感建構在實踐以及

認知上。 

(三)  情緒幸福感 

情緒幸福感是正向情緒和負向情緒之間的平衡；也就是說人們以內在的情感體驗

來界定幸福，認為快樂就是幸福；情緒幸福感由學者 Bradburn 在 1969 年提出，他把

人的情緒分為正向情感(positive affect)和負向情感(negative affect)，並認為幸福感就是

這兩種情感之間的平衡；積極情感增加人的幸福感，消極情感降低人的幸福感。積極

情感是快樂和激起的組合，包括活躍、警覺和興奮等；消極情感是不快樂和激起的組

合，包括緊張、生氣和害怕等(黃金花、苗元江、陳浩彬，2008)。學者 Tellegen(1985)

通過人格與情緒幸福感的研究發現，正向情緒和外向性的人格特徵顯著相關，而負向

情緒則和神經質的人格特徵顯著相關。因個人情緒經驗容易受到生活中偶發事件的影

響，而產生短期的波動，呈現出不穩定的現象，此種定義忽略個體的情緒經驗易受周

遭事物的影響而無長期穩定的特質(陳慧姿，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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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整體生活滿意度 

根據 Diener、Emmons、Larsen 與 Griffin(1985)的觀點，個體會建構一套他們認

為適合自己的標準，並且將生活中所經驗到的事件與這個標準加以比較；相較於以＂

外在條件＂為基礎的客觀標準，生活滿意是個體性的評斷。雖然特定的生活要件，像

是健康、財富、婚姻美滿...等因素，對許多人來說攸關整體生活的滿意程度，但是每

個人對於這些生活中的重要面向重視的程度不同；學者 Kammann 和 Richard(1983)

的研究亦指出，「個人的境遇」和「生活事件」並非是預測幸福感的良好指標(引自曾

艾岑，2009)。因此研究者認為因為不同的個體即有不同的評判標準與重視程度，要

探求影響個人生活滿意的重要事件是困難的，對生活滿意整體層面進行普遍性或整體

性的評價來反映出幸福的感受較著重在認知，所以此種評定會忽略短期情緒的狀態對

人之影響，因此對幸福感之研究較不完整。 

(五)  社會幸福感 

學者 Keyes(1998)提出的社會幸福感目前在國內較少有實證研究，其學理源自於

社會學理論中個體和社會的統一思想，關注個人在社會領域面臨的種種挑戰。社會幸

福感是指個體與他人、集體、社會之間關係和質量的自我評估。它把人還原為根植於

社會環境裡的人，試圖從更為廣闊的社會領域裡去探索人的良好存在狀態，將幸福感

的研究超越了個體的體驗和自我實現，放置於歷史變動的社會實踐之中。它為個體提

供了社會功能健康的評估。Keyes 針對美國中年人調查之《社會幸福感量表》施測模

型有五個層面分別為：(1)社會認同、(2)社會實現、(3)社會貢獻、(4)社會和諧、(5)

社會整合；另外社會幸福感的測量整合主觀幸福感和心理幸福感之理論指標發展出

《綜合幸福問卷》有九個層面分別為：(1)生活滿意、(2)正向情緒、(3)負向情緒、(4) 

健康、(5)生命活力、(6)自我價值、(7)人格成長、(8)正向人際關係、(9)利他行為(苗

元江、王青華，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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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上述對於主觀幸福感、心理幸福感、情緒幸福感、生活滿意度與社會幸福感

之內涵，其中心理幸福感與主觀幸福感測量指標的整合隨著正向心理學研究的興起，

而使得建構幸福感測量有主觀快樂與心理意義之指標整合。表 2-2-2 為整理西方幸福

感之定義與指標。 

表 2-2-2 西方幸福感之內涵與定義 

相關名詞 內涵、定義 著重點 

主觀幸福感 正向情緒、負向情緒和整體生活滿意度之整體評

估之結果。 

情緒、感覺認知但受態度、價

值觀之心理健康要素影響。 

心理幸福感 注重自我實現、成長、能力、人際關係、意義目

標、自主性、社會支持之心理健康特殊領域整體

滿意度與正負向情緒之總和評估結果。 

情緒、認知、人格特質、心理

健康評估、自我潛能實現、達

成目標。 

情緒幸福感 正負向情緒總和之差。 正向情緒、負向情緒。 

生活滿意度 以認知角度對生活層面做整體性之評估。 認知。 

社會幸福感 個體與他人、集體、社會、自然之間關係和質量

的自我評估。 

社會功能。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三、西方近代社會學的幸福感 

講究實證科學的西方學術，幸福感(well-being)經西方近代社會學家提出加以科學

系統化，表 2-2-3 是西方社會學學者對幸福之定義： 

表 2-2-3 西方社會學家之幸福感定義一覽表 

年代 學者 定義 

1976 Andrews &Withey 幸福感是對生活滿意程度及所感受的正負向情緒整體評估

而成的一種感受。 

1976 Campbell, 

Converse & Rogers 

幸福感是物質條件的擁有，人際關係的歸屬以及成就自我

的自我實現，其面向包含了整體的情感(情感意指情緒或感

覺)與生活的感受。 

1982 Hornby 幸福感是幸福、健康、快樂和成功的組合。 

1984 Diener 幸福感是一種主觀的情緒狀態，包含正向情感，低度的負

向情感，以及一般的生活滿意。 

1987 Michael Argyle 

(施建彬、陸洛譯，1997) 

幸福可以理解為對生活滿意的反應，或是對正向情感情緒

的頻率及強度的感受。幸福不全然是不幸福的反向。 

1996 陸洛 幸福感係指個人主觀感受的一種正向心理狀態，包含整體

的生活滿意、正向情緒的體驗及無心理的痛苦；它是一種

整體不可分割的概念。 

2000 Buss 幸福感是個人對於此刻或是指全部生活中，一種感到實現

自我抱負、生命有意義且愉快的一種持續性的感覺。 
(資料來源：引自謝玫芸，2007：57；研究者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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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文獻中研究者發現西方社會學家對幸福感的定義雖不一致，但其內涵均包含：

正負向情緒、生活滿意、人際關係、自我肯定、自我實現、成功和身心健康。 

綜觀東西方關於幸福感的內容，發現幸福感的定義是多元的，且因應不同研究方

向而有不同面向的定義，涵蓋了哲學性思維的道德、至善、良好品德之實踐，也具備

主觀幸福感之情緒、認知、心理健康、生活滿意等層面，而心理健康層面的幸福感著

重在個體認知自我實現之能力與自主、目標意義之實踐，主觀幸福感與心理幸福感之

結合增加了幸福感的廣度，在社會幸福感中，對於社會的支持連結也有綜合性的指標，

而社會學家評估之幸福感多以個體出發，強調幸福是個體主觀的正負向情緒和生活滿

意、人際關係、自我肯定、自我實現、成就和身心健康的評估，非外在客觀的標準。 

因此研究者歸納前述之文獻，認為幸福感(well-being)之定義為：整合個人主觀感

受的情緒(正負向情緒)、認知(整體生活滿意度)和心理健康(人格特質、品德、能力、

態度價值、目標實踐)等三大範疇，是個體在生活中的認知、情緒、人際、身心健康

狀態的感受滿意度，使個體可以主觀意識到在社會與集體、文化、自然中的總合感受，

並由體會生命之完善、生命的意義與存在的價值，經由認知的改變與行動之實踐達成

目標後產生的幸福感，即所謂真實的幸福感。 

叁、幸福感的測量研究工具 

幸福感的測量方法其發展導源自幸福感的定義和理論，因此幸福感的評量最常使

用的有外在評量法與問卷法兩種。陸洛(1998)提出，由個人外在的狀況來推論其所感

受到的幸福程度，因這類型研究常隨著不同的樣本得到令人疑惑，甚至自相矛盾的結

果，因此只以外在評量法難以有確切的研究結果，最重要的因素在於這些外在的指標

雖然代表目前個人生活狀況，然而，透過個人的主觀認知賦予現象意義之後，相同的

狀況對不同的人而言會產生不同的意義，因此問卷調查法仍是現代學者測量幸福感最

主要的研究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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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調查法由於可以迅速且有效的對每個人做檢測。學者 Robinson, Shaver ,＆ 

Wrightsman 提醒研究者運用大量不同的方法來評鑑主觀幸福感，但沒有哪一個量表

特別得到廣泛運用，或明顯比其他量表好(楊中芳譯，1997)，為求本研究能完整且適

切制定幸福感量表，因此針對國內外常被引用且發展較為成熟的量表加以探究了解。 

一、國外之幸福感量表 

(一) 情感量表(Affect Scales) 

此量表由Bradburn 和Caplovitz 於1969 年為測驗一般人的心理健康而設計的，

是基於對幸福的一個「功能」或「快樂─痛苦」理論所建立的，內容包括三個向度：

正向情感、負向情感、平衡式情感，各有五個測量題目。正向情感表測量正向情感，

負向情感表測量負向情感，平衡式情感表反應正向情感和負向情感之間的差異，將個

體在正向情感和負向情感量表的得分予以加權計算，呈現出其差異情形。該量表曾對

美國 2735 個成人施測過，發現大學畢業生和高收入階層的人得分較高，低收入者幸

福感分數特別低(楊中芳等譯，1997)。 

(二) 整體幸福狀況量表(General Well-Being Schedule，簡稱 GWB) 

此量表為 Dupuy 於 1970 年為美國「全國健康統計資料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所編製的評鑑自陳式的主觀幸福感測量工具，全量表共 33 個題目，

分為對健康的憂慮、精力、滿足與有趣的生活、沮喪/快樂的心情、情緒/行為的控制、

放鬆相對於緊張/焦慮等六個分量表。在信度方面，男性的內部一致性係數為.91，女

性為.95，再測的信度為.85；效度方面，它和焦慮量表、抑鬱量表的綜合相關係數為.69，

且具有全國性之代表性的資料(楊中芳譯，1997)；顏映馨(1999)曾將此量表加以改編，

用以測量大學生的幸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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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幸福與整體情感指數(Indices of Well-Being and General Affect) 

此量表由 Campbell 等人於 1976 年發展出來，此測驗的幸福指數，包括「整體情

感指數」與「生活滿足感」兩部分。整體情感由八題語意對立的測量題目組成，如「充

實的─氣餒的」，採七點評尺，讓受試者自選落點；生活滿足感則為單一測量題。計

分時，將整體情感八題的平均數與生活滿足感單題得分予以加權總合，所得到的值就

是幸福感指標。此量表曾對 2160 位 18 歲以上的美國成年人施測，信度方面，整體

情感指數的 Cronbach α值為.89，與生活滿足感的相關為.55，再測信度為.56；幸福

指數的再測信度為.43。效度方面，整體情感指數與一個快樂感的分數相關係數為.52，

幸福指數與測量害怕和擔憂的分數的相關係數為.20 到.26(引自陳鈺萍，2004)。此量

表曾被中文化，使用於大學生與青少年幸福感的研究(巫雅菁，2001)。 

(四)  牛津幸福感量表(Oxford Happiness Inventory，簡稱 OHI ) 

牛津幸福感量表是 Argyle(1987)依據「貝克的憂鬱量表」中 21 題反向編寫，另

再加上十一題幸福感相關題目，形成具有正偏態量尺的幸福感量表，是幸福感的測量

工具中，最常使用的工具之一，內容包括七個概念：(1)樂觀、(2)社會承諾、(3)正向

情感、(4)掌控感、(5)身體健康、(6)自我滿足、(7)心理警覺，因素分析發現此量表測

量的是單一整體幸福感概念。信度方面，內部一致性 Cronbach α值為.87 至.90，再

測信度為.78；效度方面，它與自陳的整體幸福感十點量表的效標關聯係數為.43。此

量表在國內由陸洛等人加以中文化，參考後編製成「中國人幸福感量表」(陸洛，

1998)。 

(五)  心理幸福感量表(Psychological Well-being Scale，簡稱 PWBS ) 

心理幸福感量表由學者Ryff(1989)所編製，以20歲至75歲的成年人為施測對象，

共有六個分量表，包括：(1)獨立自主、(2)環境掌控、(3)生活目標、(4)自我接納、(5)

與他人建立積極關係、(6)個人成長。每個分量表各有 20 題，涵蓋正向題目和負向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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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共計 120 題，採用 6 點量尺計分，得分愈高，表示個人的心理幸福感程度愈高，內

部一致性信度分別為.86、.90、.90、.93、.91、.87。多位學者對 Ryff 的心理幸福感量

表進行驗證性因素分析來檢驗其量表之因素效度，Cheng 與 Chan(2005)、Ryff 與

Keyes(1995)、Van Dierendonck(2004)等的研究都顯示 Ryff 之六個因素模式的心理幸福

感理論是適切的模式。目前 Ryff 所建立的心理幸福感量表模型在各國已被廣泛翻譯

並應用到各領域的研究當中。 

(六)  不丹國家 2010 年四月修訂之「第二版國民幸福調查問卷」 

最後要特別介紹的是不丹 GNH 國民幸福指數之調查問卷量表，此量表在國民幸

福感問卷調查中做了完整而多樣的指標內容，是對政府施政與政策成效客觀的量化指

標。此量表根據不丹之國情，集結了各學科之專家編制了一套調查問卷，測量國民的

幸福感。問卷從(1)心理幸福感、(2)身體健康、(3)時間使用、(4)教育、(5)文化多樣性

與認受性、(6)政府管理、(7)社區活力、(8)生態多樣性和認受性、(9)生活水平等九個

方面來考察國民的幸福感，共有 72 個指標 290 個問題。國民幸福指數發展的理念最

主要的特徵不是滿足於較低的經濟生活水平，而是不丹把人民的心理幸福、傳統文化

的保持和環境保護等因素納入政府施政的核心目標。在本研究中針對許多影響幸福感

之因素探討，也希望藉由政府單位之推廣，期待未來能對國家幸福政策有所幫助。 

二、國內之幸福感量表 

(一) 莊耀嘉與黃光國翻譯之「個人生活感受測量問卷」 

此量表是由莊耀嘉與黃光國(1981)譯自 Campbell 所編的「生活品質量表」將其

修訂成中文版量表共 8 題，為非常簡明的量表，依據題目之形容圈選出適當的數字來

描述您目前的生活感受，此量表具有良好的效度，其內部一致性Cronbach α值為.86，

具有良好的信度。近來也有研究者陸續引用此研究來探討國小、國高中生、教師、家

庭成員、父母與子女的幸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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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陸洛與施建彬編製之「中國人幸福感量表」 

陸洛與施建彬(1998)等人將牛津幸福感量表原題目 28 題加以翻譯中文化後，再

依質性訪談研究的資料為依據，歸納出中國人的幸福感來自於以下九大來源：(1)自

尊的滿足：即獲得別人的重視，(2)家庭與朋友等人際關係和諧、(3)對金錢的追求、

(4)工作上的成就、(5)對生活的樂天知命、(6)活得比旁人好、(7)自我的控制與理想的

實現、(8)短暫的快樂、(9)對健康的需求。根據此九大本土幸福感向度，另行增編了

20 題，新編成共 48 題的「中國人幸福感量表」，包括十三個向度：(1)樂觀、(2)社會

承諾、(3)正向情感、(4)掌控感、(5)身體健康、(6)自我滿足、(7)心理警覺、(8)和諧的

親友關係、(9)他人讚賞、(10)物質滿足、(11)工作成就、(12)活得比別人好、(13)樂天

知命，其內部一致 Cronbach α 係數為.95，再測信度為.66，亦具有良好之效度。本

量表得分越高表示幸福感越高。近來有相當多的研究者引用此量表來探討大學生、教

師、已婚婦女、一般民眾等之幸福感。 

(三) 陳鈺萍編製之「教師幸福感量表」 

陳鈺萍(2004)之國小教師的幸福感及其相關因素之研究，此研究者認為主觀幸福

感受和幸福表現是兩種不同的心理構念。所以其研究參考陸洛與施建彬等人(1995)編

製的「中國人幸福感量表」，並透過半結構式訪談國小教師，了解影響國小教師幸福

表現的指標，自編製成「國小教師幸福表現量表」，用以了解國小教師的主要幸福表

現，再加上引用莊耀嘉與黃光國於 1981 年譯自 Campbell 所編的「生活品質量表」

修訂而成中文量表，測量國小教師的主觀幸福感受程度，期望能更深入測量國小教師

的主觀幸福感受程度及主要幸福表現狀況。此量表採用李克特五點評分方式，包括四

個分量表分別為：(1)自主性、(2)物質滿足、(3)人際關係、(4)事業成就，量表共計 24

題。內部一致性 Cronbach α值為.89，分量表內部一致性 Cronbach α 值為.80 至.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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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陳慧姿編製之「高中教師幸福感量表」 

陳慧姿(2007)依據古婷菊(2006)、林子雯(1996)、施建彬(1995)及陳鈺萍(2004)所

編制之「幸福感量表」重新編制成「高中教師幸福感量表」。其新編制之「幸福感量

表」共有五個面向分別為：(1)生活滿意、(2)正向情緒、(3)身體健康、(4)人際關係、

(5)工作成就，共計 30 題。效度分析顯示各分層面均可歸納於單一因素中，其累積解

釋變異量為 65.24%，故建構效度良好。整體之 Cronbach α係數為.95，各分量表之 α

係數亦於.85 至.91 之間，故內部一致性信度良好。上述各量表內涵整理如表 2-2-4。 

表 2-2-4 國內外幸福感量表之內涵與指標向度一覽表 

年代 作者 名稱  指標 題數

1969 Bradburn & 

Caplovitz 

情感量表 正向情感、負向情感、平衡式情感 15 題

1970 Dupuy 整體幸福狀況量表 對健康的憂慮、精力、滿足與有趣的生

活、沮喪/快樂的心情、情緒/行為的控

制、放鬆相對於緊張/焦慮 

33 題

1976 Campbell 等人 幸福與整體情感指數 整體情感指數、生活滿足感 8 題 

1987 Argyle 牛津幸福量表 樂觀、社會承諾、正向情感、掌控感、

身體健康、自我滿足、心理警覺 

29 題

1989 Ryff 心理幸福感量表 獨立自主、環境掌控、生活目標、自我

接納、與他人建立積極關係、個人成長 

120

題 

2007 不丹政府 GNH 國民幸福指數調

查問卷 

心理幸福感、身體健康、時間使用、教

育、文化多樣性與認受性、政府管理、

社區活力、生態多樣性和認受性、生活

水平 

290

題 

1981 莊耀嘉、 

黃光國 

個人生活感受測量問卷 很不快樂的/很快樂的、很空虛的/很充實

的、充滿希望的/沒有希望的、能自我發

揮的/處處受限的、令人振奮的/令人氣餒

的、令人不滿意的/令人滿意的、生活有

意義的/生活沒有意義的、輕鬆自在的/

緊張焦慮的 

8 題 

1995 陸洛、施建彬 中國人幸福感量表 樂觀、社會承諾、正向情感、掌控感、

身體健康、自我滿足、心理警覺、和諧

的親友關係、他人讚賞、物質滿足、工

作成就、活得比別人好、樂天知命 

48 題

2004 陳鈺萍 教師幸福感量表 自主性、物質滿足、人際關係、事業成

就 

24 題

2007 陳慧姿 高中教師幸福感量表 生活滿意、正向情緒、身體健康、人際

關係、工作成就 

30 題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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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國內外之量表可以發現幸福感研究的蓬勃發展，惟國內的幸福感量表均

來自國外之理論架構，大多經由翻譯而改編成適合本土之研究對象或研究方向之內涵。

國內近年來有越來越多的研究者投入幸福感之研究，不僅針對不同的族群、環境與方

向深入了解幸福感的影響因素，在眾多研究中研究者發現陸洛與施建彬編製的「中國

人幸福感量表」仍較具有代表性，因其不僅注重主觀的生活滿意，亦有認知與情緒等

心理健康、心理幸福感之層面，並且加入幸福感之來源。因此本研究將根據前述之幸

福感理論與上述國內外之量表，重新修訂及編制衡山幸福感量表，用以測量非營利服

務之使用者於使用靈性服務前後之幸福感狀態。 

肆、影響幸福感的因素及相關研究 

林惠彥、陸洛、吳珮瑀、吳婉瑜(2012)指出影響幸福感的來源可分為個人因素與

環境因素：個人因素包含人口背景因素(如年齡、婚姻狀態、教育程度、收入等)與人

格特質(如親和性與謹慎性)；環境因素則以社會支持為主(如良好的親友關係)。陸洛

(1997)指出影響個人幸福感體驗的因素可能有個人背景特徵、環境事件、個人資源或

限制及認知評判四大類。本研究以非營利服務使用者為對象，基於研究機構之背景與

研究之目的，在探討影響幸福感的因素中，將分為個人背景客觀因素與影響幸福感的

主觀因素兩大方向來深入探討。 

一、影響幸福感的客觀背景因素 

(一) 性別 

對於性別是否會造成幸福感的差異，綜觀國內外之相關研究，各領域學者有不同

發現，尚無定論。部分文獻認為男性幸福感顯著地較女性為高(顏映馨，1999)。研究

國小教師發現不同性別在幸福感各層面均有顯著差異；幸福感會因性別的不同而有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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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差異，且也有研究認為女性比男性明顯地來的幸福(Argyle & Lu,1990；陳官廷，2010；

陳鈺萍，2004；陸洛，1998)。 

但也有研究證實性別與幸福感無顯著關係(Diener , Suh, Lucas, & Smith, 1999；巫

雅菁，2001)(引自黃韞臻、林淑惠，2008)。許多實證研究以一般民眾、國小學童、小

琉球的老年人、大學生為樣本，結果均證實男女在整體幸福感上並無顯著差異(施建

彬，1995；陳騏龍，2001；蔡坤良，2004；顏映馨，1999)。黃國城(2003)研究也指出

不同性別的醫院志工的幸福感、張瑛(2005)研究警察人員的幸福感、以及陳得添(2006)

及古婷菊(2006)研究國中教師的幸福感，均發現男性與女性在整體幸福感上並無顯著

差異(引自陳慧姿，2007)。 

綜合上述研究顯示，性別影響幸福感之差異並無一致性的定論，本研究將探討非

營利服務使用者的幸福感是否因性別而有顯著差異。 

 (二) 年齡 

學者 Campell 在 1976 年的研究發現年齡和幸福感有相關，快樂情緒的強度會隨

著年齡而減低(引自林子雯，1996)；Lu 和 Argyle 於 1991 年及 Frank 和 Andrews 在

1991 年同時發現幸福感會隨著年齡的增加而降低。但陳慧姿(2007)研究不同年齡之高

中教師在幸福感的整體層面上達顯著差異，進行事後比較發現，40 歲以上的高中教

師幸福感顯著高於 29 歲以下的高中教師；顯示年齡越高越幸福。 

然而，Argyle(1987)則認為幸福感不會隨著年齡而有顯著差異。陸洛(1998)將年齡

以層級分組，進行單因子變異數分析並未發現在任何變項上達到顯著，研究結果顯示

不同年齡層的人在幸福感、生活滿意和快樂上均無差異；但在人口變項與結果變項的

相關中，年齡與快樂有低度正相關，顯示年齡越大，快樂的程度越大。因此綜合上述

研究顯示，不同年齡在幸福感上的差異情況並無一致性的定論，所以本研究將年齡作

為背景變項，探討非營利服務使用者在幸福感上是否因年齡不同而有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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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育程度 

Campbell(1981)研究結果顯示教育程度對於幸福感有正向影響；陸洛(1998)研究

結果也顯示教育程度與心理幸福滿足感有正相關；羅凱南(2000)研究結果顯示，教育

程度越好的老人，其自我成長、生活目標、與他人正向關係等方面都會比較好；而許

多研究也顯示，大專程度以上之老人心理幸福感較佳、不同教育程度的國小教師在幸

福感上有顯著差異(王盈方，2011；林萃芃，2011；陳進祥，2010；黃馨慧，2010；

楊雅筠，2002)（引自李育憲，2011)。美國的研究資料顯示，較高教育程度的人比低

教育程度的人快樂一點；因教育能夠增進一個人的思慮及期望，也能提高自我覺察及

自我反省(施建彬、陸洛譯，1997)。 

而與上述研究結果相異的論述，顯示人口變項與結果變項，教育與任何結果變項

之間沒有相關；教育與快樂、幸福感和生活滿意不存在直接關聯，教育與其整體幸福

感並無顯著差異(林子雯，1996；陸洛，1998)。綜合上述研究顯示，不同教育程度在

幸福感之差異情況，並沒有一致性的結果。本研究將探討教育程度狀態是否影響幸福

感而有顯著差異。 

 (四) 婚姻狀態 

學者 Argyle(1987)年認為結婚的人比未婚、離婚或寡居的人更為幸福。陳鈺萍

(2004)研究指出不同婚姻狀況的國小教師在幸福感之事業成就和自主性的感受的層

面上有顯著差異；林崇逸(2007)研究幸福與財富：幸福感影響因素之探討研究中，顯

示已婚者的幸福分數比其他婚姻狀況來的高。 

但也有研究指出婚姻狀況和幸福感並無關聯，單獨的婚姻狀況無法與幸福感直接

進行解釋，必須透過某些中介變項(例如：家庭與社交、休閒、經濟、子女教養)才會

對幸福感產生影響，陸洛(1998)發現婚姻狀況僅在家庭與工作滿意上達顯著，顯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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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狀況者的家庭生活與工作滿意均高於無婚姻狀況者，而在幸福感之影響則婚姻狀

態未達顯著差異。施建彬(1995)研究發現婚姻狀況在整體幸福感上並無顯著差異。 

綜合上述，可知大部分研究證實婚姻狀況會影響其幸福感，但是婚姻狀況和幸福

感有無相關，並未獲得一致性的結果。因此本研究將探討使用靈性服務前後是否婚姻

變項對幸福感有顯著差異。 

(五) 有無子女狀態 

Veroff, Douran與Kulka 在 1981年研究指出大部份的人認為養育小孩能使他們的

婚姻更為親密。國內的研究也發現有無子女與幸福感有極大的關係，有子女者之整體

幸福感比無子女者為高(林子雯，1996；張瑛，2005)；而根據遠見雜誌(2012)所進行

之台灣民眾幸福感調查統計分析顯示，有小孩可提升個人心理健康程度的分數。 

另外與上述文獻相異的研究結果，國外學者 Argyle(1987)指出密西根大學研究發

現，與沒有小孩的夫妻比較起來，有小孩的夫妻有更多的煩惱、更多婚姻問題；即更

常覺得自己不是一個稱職的配偶。而 Abbott 與 Brody 於 1985 年指出一些英國與美國

研究發現不同家庭週期中的婚姻滿意度是不同的，家中有青少年和小小孩會降低婚姻

幸福，特別是學齡前 3 至 5 歲的小孩、男孩以及 0 至 2 歲的嬰孩(引自施建彬、陸洛

譯，1997)。 

因此有無子女是否會影響幸福感，本研究將進行非營利服務使用者有無子女的狀

況在使用靈性服務前後幸福感是否有顯著差異。 

(六) 經濟狀態 

根據 Campbell(1976)的研究結果指出，高收入者的幸福感高於低收入者。在正向

情緒與生活滿意的研究也有相同結果，因此可以預期高收入者之家庭因享有較佳之物

質條件及較多自由控制與選擇，其幸福感高於低收入者(引自陸洛，1998)。多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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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高齡者有自己收入、有退休前所得或個人收入對幸福感有正向的影響，心理幸福

感較高；在幸福感上有顯著差異(邱翔蘭，2004；湯慧娟，2003；引自賴素燕，2008)。 

但也有越來越多的證據顯示經濟狀況對幸福的影響越來越小。例如在美國近幾年

來收入的影響越來越微弱，這可能是因為多數美國人民都能夠擁有相當好的物質生活

(Campbell，1981)(引自施建彬、陸洛譯，1997)。研究中也發現學歷較高、已婚者、

高所得者的幸福感較高，且認知中認為金錢不重要的以及所得水準達到期待者，較感

到幸福(林崇逸，2007)。遠見雜誌(2012)所進行之台灣民眾幸福感調查統計分析顯示，

足夠的財務所得基礎可以提升個人快樂程度，但個人每月平均所得若超過 8 萬元以上，

所得與快樂程度關連性即不顯著。 

因此對於大家最關切的影響幸福感之因素，即「經濟」或是「財富」是否能帶給

人們幸福感，本研究將探討經濟狀態對幸福感的影響。 

(七)  宗教信仰 

陳慧姿(2007)研究高中教師靈性健康與幸福感之相關研究，顯示有無宗教信仰之

高中教師在幸福感整體層面沒有顯著差異。其他也有研究指出針對醫院之志工、老人

有無不同宗教信仰在幸福感各層面上均沒有顯著差異(黃國城，2003；蔡坤良，2004) 

(引自陳慧姿，2007)。 

但也有研究指出針對國中教師之整體幸福感研究，有宗教信仰者幸福感比沒有宗

教信仰者為高(陳毓茹，2005；陳得添，2006；引自陳慧姿，2007)。因此本研究亦探

討有無宗教信仰是否會影響個體幸福感。 

(八)  職業與經歷 

Campbell 於 1981 提出受教育的經驗以及大學畢業在職業上的優勢，可以在某種

程度上讓一個人從全然的物質慾望的追求中解脫出來，而且拓展他們對於社會關係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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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評量的重視。因此教育和職業地位是影響社會階層的另一個重要因素，職業地位

是由收入及教育水準組合而來的，一般來說，收入較豐即聲望較高的工作會令人覺得

比較幸福。Argyle(1987)年指出失業會使多數人感到不幸福(施建彬、陸洛譯，1997)。 

而 Barnett、Brauch(1985)及 Campell(1976)之研究結果也與上述研究相似，就業者

比未就業者幸福感要高，因為工作能提高個體對自我的肯定、增進自尊，強化生活的

意義及目的。因此本研究針對非營利服務使用者探討使用靈性服務前後職業經歷是否

對幸福感有顯著差異。 

二、影響幸福感的主觀因素 

(一) 自覺健康狀態 

Argyle(1987)年指出健康是整體幸福感的一個重要來源。研究不同健康狀態的志

工、國小教師及國中教師，發現自覺健康狀態良好者整體幸福感比自覺健康狀態普通

及不佳者有較高的幸福感；許多研究也顯示幸福感會受到自覺健康狀況背景因素的不

同而有明顯的差異；社會人口學變項的「自覺健康狀況」為幸福感的預測因子 (陳得

添，2006；陳鈺萍，2004；陳慧姿，2007；彭士玲；2013；黃國城，2003)。 

綜合上述研究顯示個人健康對幸福感的影響非常重要。本研究亦探討非營利服務

使用者調查其影響幸福感之因素排序，探究疾病或健康狀態是否為影響幸福感之重要

因素。 

(二) 人際關係、社會支持 

學者 Argyle(1987)提出一個研究發現，幸福的學生與他人之間具有較好的人際關

係，而對不幸福的學生而言，社交關係常是焦慮、憤怒與罪惡感的來源，並導致他們

的社會退縮及孤立(Wessman & Ricks,1966)(施建彬、陸洛譯，1997)。有許多研究發現

高社會支持對幸福感有正向顯著影響，積極的人際關係可以提高主觀幸福感水準與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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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幸福感皆呈現正相關，當人際關係表現愈好，會有愈佳的幸福感 (王姿婷，2012；

佐斌、張陸，2007；李明瑾，2013；林子雯，2000；浦憶娟，2009；鄭入嘉，2013) 。 

綜合上述研究顯示，人際關係對幸福感有顯著正相關，本研究亦探討非營利服務

使用者對影響幸福感之重要排序，探討人際關係是否為影響幸福感的重要因素。 

 (三) 人格特質、情緒智力 

Wilson(1967)如果一個人有能力解決自己的內在衝突，並對自己的人格進行某種

程度的整合，則他們會覺得幸福一點。那些自我形象與真實自我，或是期望與成就之

間落差較小的人，會覺得自己比較幸福。Diener(1984)當一個人認為事情是在自己的

掌握之中而不是決定在其他人或是運氣、命運的手中時，這便是高度的「內控」傾向。

對內控傾向比較高以及「相信自己對事情擁有選擇權」的人而言，他們的幸福程度比

較高。研究也發現外向人格、內控人格與幸福感之間出現顯著正相關，而神經質人格

與幸福感之間存在顯著負相關 (施建彬、陸洛譯，1997；陸洛 1998) 。 

張苙雲(2013)在幸福感的來龍與去脈：對教育和國家競爭力的啟示之一文中提到：

影響一個人對自己幸福感的評估，其影響因素包括個人的品格特質。研究指出外向性、

和善性、嚴謹自律性較高，神經質傾向較低者，幸福感較高(陳嬿竹，2002)；其他研

究結果亦顯示人格特質、情緒智力與幸福感均呈現正向顯著相關(何婉婷，2010；翁

慧諭，2013；陳鈺萍，2004；楊智強，2013；鄭入嘉，2013)（引自林崇逸，2007）。 

因此本研究將探討人格特質、情緒智力是否會因接受靈性服務後而有所成長變化，

進而探討人格特質是否為影響幸福感之重要因子。 

(四) 自我實現與助人 

Argyle(1987)之幸福心理學一書中提到，影響幸福感的共同因子，即是整體生活

滿意度，而這個滿意中包含自我實現(施建彬、陸洛譯，1997)。Maslow(1940)提出需



 

46 

 

求層次理論，他將研究焦點放在心理健康的個體上，特別是那些所謂自我實現

(Self-actualized)的人，他發現這些人之所以較不易受到焦慮與恐懼影響，是因為對自

己及他人都能抱著喜歡及接納的態度(Maslow, 1943)。 

國內研究也顯示助人行為確實能提升幸福感，有志工經驗者，其主觀幸福感高於

無志工經驗者(林維良，2010；陳玥錡，2013；賴素燕，2008)；而學者陸洛(1998)研

究幸福感的相關因素中，發現付出社會支持(助人)可能也有「自私」的動機驅使，如

增強個人的自尊感和能力感，亦被證實是正向情感的一個來源，即「得到社會支持」

會增強幸福感(Cialdini & Kenrick,1976;Fisher et al.,1982)；另外亦有研究指出社會關係

是幸福、解除苦惱、增進健康的一個主要來源；參予志願服務，透過人與人之間的互

動能夠帶給參予者快樂並促進幸福感(Argyle，2001；施建彬、陸洛譯，1997)。 

因此本研究將對追求自我實現和願意從事助人行為、志願服務之非營利服務使用

者探討其幸福感是否有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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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靈性與幸福感的關係 

研究者從文獻中發現，價值觀或個人對生命所賦予的價值及信念就是靈性的內涵，

更簡單來說，就像是每個人的生活態度，例如：有的人在遇到逆境時依然安適、不畏

困難，但有些人卻產生身體、情緒與心理的負面狀態、感到痛苦與不幸。所以當我們

在探討、思考何謂幸福感時就不得不加入對靈性的見解。因此以下將針對靈性與幸福

感之相關研究與論述做說明，並藉此發展本研究應用之相關理論。 

壹、靈性與幸福感相關理論之探討 

一、Maslow 的需求層次論 

靈性研究的概念最早是由人本心理學之父馬斯洛(Maslow)提出，他論述靈性是人

類的最高需求，屬於自我超越，在此之後關於靈性的研究與相關論述文獻開始豐沛與

蓬勃發展。他從人類「心理需求」的角度來研究人類的心理健康。馬斯洛以需求層次

論作為理論基礎，對幸福觀應有的邏輯提出了自己的看法從而形成了一種以強調個人

基本需要的滿足為核心價值取向的人本主義幸福觀，其中最高層次滿足的幸福與超越

個人及靈性有關。在他的需求層次理論《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中提出，人類

從低階到完整人格的發展過程中有五種根本需求是必須依次被滿足的，分別是：(一)

生存的需求、(二)安全的需求、(三)愛與隸屬的需求、(四)自尊的需求、(五)自我實現

的需求，之後 Maslow 在 1969 年提出修正，除了前述五種需求外還有(六)認知與瞭解

的需要、(七)美的需要，以及在晚年提出了超越於個人自我實現之上的最高需求(八)

「超自我實現」或「靈性需求」，強調人有靈性的層次，他認為靈性生活是存在本質

的一部分，少了靈性，人就不再是完整的人(洪櫻純，2009；陳慧姿，2007；廖淑純，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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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馬斯洛(Maslow)的八大需求層次，可以得知當生理需求與安全感需求滿足後將

會漸次上升邁向愛與歸屬感、尊重、認知與瞭解之心理層次需求，美的需求與自我實

現是由心理層次需求邁向靈性超自我實現、自我超越的中間過程，之後到達靈性需求

之層次，但現今人類的需求停留在滿足安全感上居多，在證明自身的價值、自尊和自

信上也以外在的物質成就居多，因此滿足層次未能漸次提升至靈性。探討人類之一切

行為與範疇必須從全人觀點出發，人的「身心靈」本應一體存在，然而以往對人類行

為的相關研究，多著墨於生理、心智、情緒、理性等構面之探討，忽略了靈性的部分，

所以我們發現生活在科技進步、追求高效率的現代人，追求物質生活富裕、滿足生命

財產帶來的安全感之餘，卻不免還是感到心靈空虛、精神匱乏，原因即為此。 

向玉喬(2010)在《馬斯洛的人本主義幸福觀探析》一文中提到，馬斯洛的需要層

次論中並不貶低人的基本需要及生理需要，但它鼓勵人們追求高級需要的滿足，以不

斷增強他們對於人生幸福的體驗。人的幸福問題從根本上來說是一個精神問題，它只

能通過精神的內涵和要義來得到解釋。 

因此研究者認為在馬斯洛最高層次需求中，透過靈性、超越個人的精神認知層面，

個體才有可能體會到最高層次幸福感的滿足。這也就不難理解，馬斯洛除了鑽研西方

哲學外，其思想中亦有濃厚的東方靈性觀念和哲學思想，可以看出晚年的學說中國的

道家思想靈性部分在其學說中出現；彭運石(2001)指出在東方文化中，馬斯洛尤為推

崇的是老子的哲學思想。道家思想對於馬斯洛理論的影響主要的部份在於對自我超越

及高峰經驗的定位，並強調人應“順應自然＂遵循需求的滿足而發展自我(紀俊吉、

蘇慧慈，2006)。 

圖 2-3-1 為馬斯洛著名的八大需求層次金字塔，分別由最低層次之生理基本需求、

心理基本需求、成長需求至最高的靈性需求，因此依此理論來分析人類之最高滿足即

是滿足靈性之需求，若靈性之需求得到滿足便能夠達到圓滿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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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1 馬斯洛八大需求層次金字塔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Maslow(1968)晚期修正了需求理論，是因意識到人本主義所提倡的「自我實現」，

容易導致過度強調自我，造成狹隘且流於自私的主義，故主張自我實現不能成為人的

終極目標，人如果缺乏「超越」的以及「超個人」的層面，很容易陷入殘暴、空虛、

無望與冷漠，因此需要「比我們更大的東西」，也就是「靈性」來激發人的敬畏之情。

他認為靈性生活是存在本質的一部份，人性缺少了它，便不再是完整的人性，於是他

在 1969 年開始修正其需求理論，將靈性需求加入其中，並將原需求理論重新歸納為

三個層次理論，亦即：X 理論(生理及安全需求)；Y 理論(愛及隸屬感、受人尊重及

自我實現的需求)和 Z 理論(超越性或靈性需求)；Maslow 並以超個人、超越、靈性、

超人性、超越自我、神秘的、超人本(不再以人類為中心，而以宇宙為中心)、天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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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及「高峰經驗」、「高原經驗」放在靈性層次上，強調靈性需求就如同生理及心理

的需求一樣重要，而且是人類最高層次之需求(引自若水譯，1992)。因此靈性的需求

若能滿足才能達到最高層次的滿足，亦獲致最終之幸福。 

而 Maslow 在超自我實現的靈性需求中，提到了兩種靈性經驗，分別為高峰經驗

(peak experience)及高原經驗(high-plateau experience)。馬斯洛認為高峰體驗與宗教神

秘體驗是不同的，它不像後者那樣是僧侶、聖徒和宗教家的專利，是任何人在任何時

刻都可能經歷到的；它也不像宗教經驗那樣一勞永逸，而是一種暫時的存在。但它卻

有一種宗教式虔誠的態度，特別是在這種體驗時刻或之後，個體會產生一種感恩感，

進而出現禮拜、謝意、崇拜、讚揚、供奉以及其他某些類似宗教崇拜的活動，內心充

滿包容一切的愛。對一般人來說，在性格上的瞬間變化，對自我實現者來說是持久的

人格傾向。隨著時間的推移，高峰體驗本身會變得越來越少和較弱，取而代之的結果

是某種具有同樣價值，關於洞察和深層經驗的生活沉澱物，馬斯洛稱這種更為持久的

現象為高原體驗。高原體驗比高峰體驗更為主動，而且是擁有一種持續的啟發感組成，

並在日常的事物中能看到不可思議的東西。儘管它也許不如高峰體驗那麼深刻和觸動

人心，但它卻更為平靜。經由高峰體驗與高原體驗的存在性認知可與禪悟境界有一定

的類似 (陳彪，2007)。 

研究者認為上述的高原體驗和高峰體驗兩者與靈性成長有關，而靈性之成長能帶

動個體的潛能顯現，進而使個體因靈性能量之故，而有幸福的感受，亦或有靈性的神

祕經驗。本次研究中有多項靈性服務能達到如馬斯洛所述之高峰經驗與高原經驗，這

即是本研究探討靈性服務是否可促進靈性成長，進而影響幸福感的重要因素。研究者

認為馬斯洛(Maslow)之八大層次需求理論，其理論發展述說完整且符合靈性成長漸次

發展的脈絡，有具體施行靈性成長之依據，因此將作為本研究關於靈性成長探究之理

論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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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超個人心理學之論點 

 超個人心理學(transpersonal psychology)是心理學的一個新範疇。從七○年代萌

芽、發展，到八○年代重要的理論家出現，建構了這個學派的基本論點，超個人心理

學致力將心理學的關注焦點從個人的病態擴大到超越性與靈性。也就是將宗教、哲學

所關注的人生終極議題放入心理學的內涵中。超個人心理學的主要內涵：東、西兩大

文明所發展出來的心靈操練傳統，如何以現代心理學的概念重述。在不斷的論戰與爭

鋒下，東西方心靈之學的歧異與共象為超個人心理學奠下了基礎。原本以西方文化為

範疇，西方心靈發展為認知主體的傳統心理學，在超個人心理學的身心靈全人典範中，

不僅是侷限的，在文化視野上也是偏狹的。由於超個人心理學的發展，東方心靈之學

正式進入西方心理學理論的建構，質變了心理學的本體論(易之新譯，2005)。因此目

前許多西方的學科運用東方心靈之學於心理學、醫學、社會學、教育等。 

學者 Cortright(1997)提出：超個人心理學雖然仍在草創階段，但還是有其歷史發

展，發展的前二十年的文章大多著重於人類經驗的「極致」。《超個人心理學期刊》

(Journal of Transpersonal Psychology)第一期的宣言中，有一段話可以說明這一點：《超

個人心理學期刊》出版的理論和實務研究、獨創的貢獻、經驗性文章、論文和課題，

包括下列主題：超越性需求、終極價值、合一意識、高峰經驗、狂喜和神祕經驗、存

有價值、本體、至樂、敬畏、驚歎、自我實現、終極意義、自我的超越、靈性、日常

生活的神聖化、合一、宇宙性覺察、宇宙的劇本、個人和所有物種的協調、最大的人

際相會、超越的現象；最大的感官知覺、反應和表達；以及所有相關的概念、經驗和

活動(易之新譯，2005)。因此我們可以從超個人心理學致力探究的內容發現，它跳出

傳統科學、宗教、物質化的概念，轉向更全面性、更具靈性、超越性的遠大目標邁進，

並且強調了靈性的追求是人類最重要不可或缺的動機，而靈性是在生命中追尋神聖性，

而且不一定會在宗教中尋找到意義(引自易之新譯，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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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曠逸(2003)認為西方超個人心理學從東方佛道智慧中找到了一個更具包容性

的人和人性的範式。他們頓時發現了與今日西方思想根本不同的人生觀、價值觀、世

界觀和人的模式，特別是東方佛道智慧中「小我乃大我之一部份」的見解。另外他們

也發現了東方相當深奧而複雜的意識譜，以及各種調整情緒、放鬆身心、集中心力、

鍛鍊意志、啟迪心靈和可以導致高峰體驗和心流經驗的方法。顯然，這些東方智慧是

超個人心理學重要思想的來源。 

超個人心理學共同的基本原則有：人的本質是靈性的；意識是多面向的；人類有

尋求靈性的強烈慾望，透過強化個人、社會和超越的覺察，表現出追尋完整的意圖，

超個人的觀點把整個心理學劇本視為追尋靈性合一過程的一部分，靈性的追尋不但是

健康的，更是人類全然健康與實現所不可或缺的；接觸內在智慧與指導的深層來源，

不但是可能的，也有助於成長；將意識中的意志和抱負與靈性的渴望結合起來，是最

高層次的健康價值；超常意識狀態是取得超個人經驗的一種方法，對療癒和成長都有

幫助；最後超個人心理學認為我們的生活與活動都是有意義的，心理治療是以不同的

方式看待人和案主(易之新譯，2005)。 

超個人心理學的發展在近年來已超越心理學的範疇，綜融了超個人精神醫學、人

類學、社會學、哲學、物理學、生態學和教育中，許多學者和對靈性研究有興趣之人

士，都將超個人心理學之理論應用到各領域，對於靈性的探尋，將擴大到更廣更深的

層面，例如：杜安‧艾爾金(Duane Elgin)一位未來學研究學者，提出環境的惡化、疏

離感、城市的墮落和社會的不安，都反映出我們的短視，外在的世界反映出我們內在

的狀況。我們創造科技社會原本是用來為我們服務，結果卻使我們成為科技社會的奴

隸。我們把合理的物質幸福，擴展成執著於過度的物質消費。我們被自己的財產所擁

有，且因為自己的消費而耗竭(易之新、胡因夢譯，2003)。因此靈性的提升與物質的

追求兩者間失去了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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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個人心理學讓我們了解如何展現個體的靈性、潛能和開啟一條神秘卻能真實理

解靈性的道路，藉此我們才能獲得真正的幸福與圓滿。研究者認為超個人心理學結合

東方修道運用的古老實踐方法，強調靜心、適當地運用靈性修練與西方心理學之技巧，

最後可體會到高峰經驗、高原經驗、心流經驗及超越自我之狀態，藉此明白自己的潛

能與生命的意義，使靈性能量提升並顯現，當靈性正能量顯現，個體就可體驗到真、

善、美、和諧、平靜、幸福等感受，因此超個人心理學之論述亦可應用於本次研究探

討靈性服務對提升靈性與幸福感之關聯性。 

三、正向心理學之論點 

正向心理學家 Martin E.P.Seligman(2012)在最新的著作《邁向圓滿─掌握幸福的

科學方法&練習計畫》一書中提出舊有真實的快樂理論到最新的幸福五元素理論之轉

變，新理論的幸福五元素，它們是：正向情緒 (postitive  emotion)、全心投入

(engagement)、意義(meaning)、正向人際關係(relationship)和成就(accomplishment)。

這和一般人所認知的幸福是快樂、富有和無憂無慮，大不相同，在這之前 Seligman

認為正向心理學的主題就是快樂，它的測量標準是生活的滿意度，正向心理學的目標

就是增加生活的滿意度。在正向心理學的心理治療中，Seligman(2012)提到，到目前

為止，所有的藥物和絕大部分的心理治療法都沒有用，它們只是治標，做到最好也不

過是百分之六十五而已，但正向心理學的治療技術介入可以打破百分之六十五的藩籬，

超越治標的症狀消除而朝治癒前進。病人學習正向心理學的技巧：它可以治療憂鬱、

焦慮，也可以預防它們再出現，這些技巧和去除痛苦的那些技巧不同，它是會自我維

持。這些正向心理學技巧可以使我們生活圓滿，它和尋求幸福有重大關係(洪蘭譯，

2014)。 

Seligman 最新理論提出正向心理學的主題是幸福，它的測量標準是生命的圓滿。

其中影響幸福感的元素有很大的部分是對人生的各種狀態賦予意義和定位，例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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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何種生活才是有成就、成功的人生，既然意義和幸福有關，意義也和靈性追尋相關。

當正向情緒已經提升，知道如何得到大量的滿足感後，如何找到生活的意義和目標。

能夠活出愉悅的、美好的和有意義的三種生活，才算是活出完整的生命(洪蘭譯，

2014)。 

另外正向心理學中的一個理論─心流(flow)，中文的翻譯是「神馳」，定義為一種

將個人精神力完全投注在某種活動上的感覺；心流產生時同時會有高度的興奮及充實

感。心流理論於 1975 年是由米哈里·齊克森米哈里(Mihaly Csikszentmihalyi)開始發展

的心理學理論。此理論建構於對大量樣本的研究觀察，內容強調人們經歷最佳感覺經

驗相關要件；他發現當人們從事活動時若能全然專心致意於情境中，會有失去自我知

覺並感到能掌控行為和環境的現象，此即進入心流的狀態。心流是一種暫時性且主觀

的歷程，人們一旦擁有較好的心流經驗(flow experience)將能體會真正的快樂與幸福，

並樂於再次或是持續從事相同的活動(Csikszentmihalyi，1993)(引自蔡正信，2009)。

Csikszentmihalyi 是第一個將心流的概念提出並以科學方法加以探討的西方科學家，

不過他並非第一個注意到心流現象或發展出心流技法的人，超過二千五百年前，東方

精神傳統實踐家，如佛家及道家即運用心流技法為其發展精神力的重要技法；日本禪

宗以心流來決定其表現形式；在佛教圈中，心流早已是一個被廣泛使用的辭(引自維

基百科，2014)。 

Privett 與 Bundrick (1987)提出心流經驗和高峰經驗(peakexperience)類似，兩者都

是最優經驗(optimal experience)。Maslow 的自我實現與 Csikszentmihalyi 對藝術家廢

寢忘食的專注工作不謀而合，他們都是從工作本身獲得酬賞的回饋，而非得到傳統式

的外在獎勵。Maslow 的自我實現概念可說是心流經驗的研究基礎，兩者皆以人本主

義為論述，重視人類經驗和理解他們的經驗(引自蔡正信，2009)。 

心流經驗的研究也被視為是正向心理學派(positive psychology)的一個重要議題，

該流派的主要學者 Seligman(2002)以心流經驗為主要架構說明正向情緒的來源，他認



 

55 

 

為，當個人從事與自己真正有興趣的專長相符的活動及工作時，心流會呼應而出，而

能獲致真正的快樂。根據 Seligman 與 Csikszentmihalyi(2000)所述，正向心理學在主

觀的層次上，是探討有價值的主觀經驗，例如心流經驗和快樂即是屬於當下感受到的

主觀經驗。Moneta 與 Csikszentmihalyi(1993)指出，心流經驗是一種心理狀態，在這

種狀態下個人同時產生強烈的感受力、感到被激勵並且有快樂感。因此，心流經驗是

個人主觀經驗到的極大的愉悅感，與個人所感受到的正向知覺有關。心流經驗透過正

向知覺而來，是正向心理學的一個重要的研究主題(引自蔡正信，2009)。 

Seligman(2012)提出正向心理學致力於人生意義之追求，並藉由培養美德、正確

價值觀、建立目標等以獲得圓滿幸福的生活，例如增強個人之強項：培養智慧與知識、

勇氣、人道和愛、公平正義、節制，還有超越的靈性面向有：美的欣賞、感恩、希望、

靈性、有目標、信仰、宗教、寬恕與慈悲、幽默、熱忱，正向心理學藉由許多充滿靈

性的個體成長、心流經驗和美德，逐步引導世人尋找幸福、擁有幸福。因此正向心理

學的諸多論點與獲致幸福感的心流經驗與實踐方法，可應用於此次研究之探討中。 

貳、靈性與幸福感相關研究之探討 

一、相關靈性與幸福感之論述 

所謂幸福是指生活的滿足還是有意義的人生，有意義的人生如何定義呢！事實上

古代斯多葛學派(stoics) 認為的幸福是一種可以維持自我滿足感的情緒狀態，且認為

幸福是可以持續一輩子的東西。雖然人們也會因為幸福的主觀面向，比方說愉悅、陶

醉、快樂以及個人的內在狀態，也就是情感而受到影響，但他們不會讓這些面向干擾

自己眼中所見的「真實」幸福；真正的幸福是最高層次的美善與完美，在斯多葛學派

的眼中，快樂的人什麼都不缺(吳書榆譯，2013)。這意味著真實的幸福有著靈性的要

素。靈性的滿足和幸福感亦有直接關聯，靈性是維持健康、幸福感、生活品質及調適

疾病的重要因素，尤其對於提昇生活的品質更有正面積極的效果(陳慧姿，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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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dy 和 Dupey(2005)認為靈性模式像水般清晰及或深或淺，全人整體的步調對

靈性安適的模式包含：信念的普遍力量、生命的意義、死亡的意義、與人的連結、宗

教信仰和憐憫的傾向；而且靈性安適的整體論包含靈性健康與幸福感，所以每個人拓

展他們的心靈能力，可以增進其幸福感。每個人的能力可能因疾病、痛苦和討厭的人

而用盡，個體可藉由正向的情緒的滋養及減少負向的情緒，則心靈可獲得治療，也會

提昇健康的能力。Reed(1992)也認為靈性是人性的基本元素，靈性有賴於健康和幸福

感，而且靈性是健康個體所必備的特質。Diana(1999)也認為靈性健康是需要生理上、

情感上和精神上的幸福感(引自陳慧姿，2007)。 

學者卡蘿‧葛拉罕(Graham，2013)在其著作「幸福經濟學」(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An Economy of Well-Being)一書中提到，在做幸福研究的焦點，都是以在世界各地所

進行實證研究中出現的矛盾為中心，其中最重要的是「幸福小農 V.S.悲慘富翁」，所

談到幸福農民與受挫高成就者(或百萬富翁)之間的矛盾，書中所提人們可以適應非常

嚴峻的逆境，仍保有他們天生的愉悅快樂，甚至也可以在擁有基本的一切後(包括良

好的健康)，還覺得很悲慘。因此研究者認為對人生賦予怎樣的定義就端看個人對生

存需求或靈性需求是否滿足，對需求的滿足和個體的認知、價值觀有很大的影響，而

以什麼角度來看待生活中的人事物，也與認知觀念有關，這些關於心理健康、正向心

理的議題都和靈性成長、美好品德、終極目標、人生意義有直接關連，因此研究者認

為追求靈性成長才會產生真實的幸福感。 

二、靈性與幸福感的相關研究 

在諸多文獻中已有研究者發現靈性與幸福感的關聯，例如：Fehring et al.(1997)

針對美國平均年紀 73 歲之癌症老人進行研究，研究發現靈性是幸福感的面向之一，

內發性宗教信仰、靈性幸福、希望和正向心情對老人處理癌症問題具有正相關(引自

洪櫻純，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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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 2-3-2 中我們可以看到由靈性內涵出發，從意義、目的、價值、締結和超越

的探索，經由實踐產生個體自身的信仰、系統或世界觀，不管是從宗教中探索或是個

體自身尋找希望、意義、價值和自我超越，最後都能認知轉化，經由靈性探索之旅程

而獲致幸福。 

圖 2-3-2  Swinton 靈性與心理健康的關係 

 
(資料來源：Swinton, J.,2001；引自洪櫻純，2009) 

另外在探詢靈性和幸福感的模式中 Swinton(2001)從心理健康的方向看待靈性、

尋找意義、目標、認知調解與幸福感之間的運作模式，其模式中靈性不僅可以有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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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的探索，也可以是無宗教信仰者的追尋，兩者可透過認知調解、靈性支持及自我

價值的探索，昇華自我精神力量，達到靈性上超越的境界。Swinton 認為靈性和幸福

感的正相關有三項關鍵因素，包括(1)社會支持：隸屬一個團體可以帶給人更多的支

持；(2)處理機制：靈性可以協助處理情緒和問題的處理；(3)認知組合：靈性可以提

升生命，並且有助於整體架構的了解。因此，靈性是幸福感的一部分，幸福感是一個

複雜的狀態，讓我們產生覺察力和對別人適時的回應，靈性讓我們有超越身體痛苦的

能力(洪櫻純，2009)。 

而在國內關於靈性和幸福感的相關研究，研究者以「台灣博碩士論文知識加值系

統」為主要資料來源，以「靈性」、「幸福感」二個字詞為關鍵字搜尋共得到 13 篇相

關的論文。茲將此 13 篇相關論文整理如下表 2-3-1。 

表 2-3-1 國內靈性與幸福感相關研究摘要表 
研究者 
(時間) 

論文題目 研究對象/方法 研究結果 

陳 慧 姿
(2007) 

高中教師靈性健康與幸福感
之相關研究─以高雄地區為
例 

高雄地區高中
教師 568 位/問
卷調查法 

一、 高雄地區高中教師靈性健康及幸福感現
況尚佳。 

二、 不同背景之高中教師其靈性健康有部份
差異。 

三、 不同背景高中教師其幸福感有部份差異。
四、 高中教師的靈性健康與幸福感及各層面

呈顯著正相關。 
五、 高中教師靈性健康及性別、年齡對幸福感

具有預測作用。 
林 彥 伶
(2006) 

不同人口變項大學生之靈性
安適、社會興趣及幸福感的
差異比較 

台灣北部四縣
市學生/問卷調
查法 

一、 不同自覺健康狀態、信仰之有無的大學生
在靈性安適量表總分上有顯著差異；不同
性別、年級及家庭社經地位的大學生在靈
性安適量表總分上沒有顯著差異。 

二、 不同自覺家庭氣氛的大學生在社會興趣
量表上之得分有顯著差異；不同性別、年
級及出生序的大學生在社會興趣上沒有
顯著差異。 

三、 不同年級、自覺健康狀態、社團、自覺家
庭氣氛、從事不同休閒活動及不同家庭社
經地位的大學生，在幸福感分量表部分有
顯著差異；不同性別的大學生在幸福感分
量表「知足喜樂」及「憂煩無力」上之得
分沒有顯著差異。 

四、 大學生在靈性安適分量表「追尋生命意
義」之分數對社會興趣總分最具有預測
力；大學生社會興趣量表總分對幸福感
「知足喜樂」分數最具有預測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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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 智 揚
(2008) 

高雄縣國小教師生命態度、
靈性健康與幸福感之相關研
究 

高雄縣國小教
師 555 位/問卷
調查法 

一、 國小教師之生命態度、靈性健康與幸福感
均在平均數之上。國小教師生命態度不因
「學校所在地區」之不同而有所差異，但
因性別等其他八項背景變項之不同而有
顯著差異。 

二、 國小教師之靈性健康，因性別、年齡、婚
姻狀況、服務年資、宗教信仰有無等變項
上之不同而有顯著差異。國小教師之幸福
感，因學歷、工作職務變項上之不同而有
顯著差異。 

三、 國小教師之生命態度與靈性健康有顯著
高度正相關。 

四、 國小教師之生命態度與幸福感有顯著中
度正相關。 

五、 國小教師之靈性健康與幸福感有顯著中
度正相關。 

六、 國小教師之幸福感不受生命態度與靈性
健康的交互作用影響。 

七、 國小教師之生命態度、靈性健康對幸福感
有預測力。 

林 佩 汶
(2009) 

領導的道與術:從靈性領導談
組織公民行為－幸福感之中
介效果 

高科技產業、金
融業及傳統產
業員工 518 位/
問卷調查法 

一、 靈性領導對於組織公民行為具有正向的
影響效果。 

二、 靈性領導對幸福感具有正向的影響效果。
三、 幸福感對靈性領導與組織公民行為間具

有部份中介效果。 
昌 育 全
(2010) 

企業員工職場靈性與幸福感
之研究-以某跨國公司為例 

彰化縣某跨國
公司員工訪談
九位員工及問
卷施測 121 人/
訪談法、問卷調
查法 

一、 企業員工的職場靈性會因教育程度而有
所差異。 

二、 職場靈性各構面與幸福感各構面呈顯著
正相關。 

三、 職場靈性之社群連結感對幸福感各構面
呈正向影響。 

程 一 珺
(2011) 

「幸福組織」之研究：以考
試院機關組織成員認知為例 

任職考試院機
關的公務人員/
問卷調查法 
 

一、 受訪者的群體歸屬感、職務負荷、組織環
境、有意義的工作以及公平感受，對於組
織幸福感有顯著的影響。 

二、 受訪者的組織幸福感可能來自於職場的
群體歸屬感、職務因素、組織環境，以及
自己對於自身的工作認同感、使命感，和
對組織內部的公平感受。 

詹 麗 珠
(2011) 

職場靈性、工作家庭衝突、
家庭工作衝突、幸福感與服
務品質的關係：督導員的良
師行為與家人的支持行為之
干擾路徑中介分析 

居家服務員 429
人、督導員為
180 人及居家服
務員的家屬 429
人/問卷調查法 

一、 職場靈性會降低家庭工作衝突而正向影
響服務品質。 

二、 職場靈性會降低工作家庭衝突而正向影
響幸福感。 

三、 家人的支持行為會增強職場靈性降低家
庭工作衝突而正向影響服務品質。 

四、 高情境的督導員良師行為會增強職場靈
性降低工作家庭衝突。 

陳 慧 姿
(2013) 

高中教師靈性健康、寬恕與
主觀幸福感量表的編製及其
預測模式之研究 

全國的高中教
師 1066 位/問卷
調查法 

一、 高中教師的靈性健康、寬恕與主觀幸福感
量表的測量模式契合觀察資料，具有良好
的信、效度。 

二、 高中教師靈性健康、寬恕與主觀幸福感之
現況頗佳。 

三、 男性、年齡 50 歲以上、已婚、教學年資
20 年以上、擔任主任、任教國文科、生命
教育研習時數 41 小時以上、有宗教信仰、
宗教虔誠度較高、較常參與宗教團體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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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每天宗教自修的高中教師，其靈性健康
整體及分層面均顯著較佳。 

四、 年齡較長、教學年資 5 年以上、研習過生
命教育時數、有宗教信仰、宗教虔誠度較
高、較常參與宗教團體活動及每天或每週
宗教自修的高中教師，其寬恕整體及分層
面均顯著較佳。 

五、 男性、年齡 40 歲以上、已婚、教學年資 5
年以上、有宗教信仰、宗教虔誠度較高、
較常參與宗教團體活動及每天宗教自修
的高中教師，其主觀幸福感整體及分層面
均顯著較佳。 

六、 高中教師靈性健康的「活出意義」、「人際
締結」和「超越自我」可有效預測寬恕的
非「無法寬恕」、「寬恕他人」和「寬恕自
己」。 

七、 高中教師靈性健康的「活出意義」和「超
越自我」可有效預測主觀幸福感的非「負
向情緒」、「正向情緒」和「生活滿意」。

周 上 智
(2012) 

新北市國小教師工作壓力、
靈性健康與幸福感之研究 

新北市國小教
師 498 位/問卷
調查法 
 

一、 研究對象工作壓力、靈性健康與幸福感因
背景變項不同而有差異。 

二、 國小教師其整體工作壓力與整體靈性健
康為負相關，在工作壓力的「工作負荷」、
「人際關係」、「專業知能」、「行政支持」、
「學生行為」分層面和整體靈性健康及
「超越逆境」、「與人締結」、「活出意義」、
「感懷自然」等分層面均呈現負相關。 

三、 國小教師其整體靈性健康與整體幸福感
呈現正相關，其靈性健康的「超越逆境」、
「與人締結」、「宗教寄託」、「活出意義」、
「感懷自然」分層面與整體幸福感及「生
活滿意」、「人際關係」、「自我肯定」、「身
心健康」等分層面均呈現正相關。 

四、 國小教師其整體工作壓力與整體幸福感
受呈現負相關，其工作壓力之「工作負
荷」、「人際關係」、「專業知能」、「行政支
持」、「學生行為」分層面與整體幸福感及
「生活滿意」、「人際關係」、「自我肯定」、
「身心健康」等分層面均呈現負相關。 

五、 以背景變項、工作壓力與靈性健康等變項
來預測新北市國小教師之「整體幸福感」
時，可以共同解釋「整體幸福感」72.6％
的變異量。 

陳 冠 穎
(2012) 

探討靈性與休閒阻礙對休閒
體驗和幸福感的影響－以老
年人參與進香團為例 

參與進香團老
年人 287 人/問
卷調查法 

一、 靈性正向影響休閒體驗及幸福感。 
二、 休閒阻礙負向影響休閒體驗與幸福感。 
三、 休閒體驗正向影響幸福感與重遊意願。 
四、 幸福感正向影響重遊意願。 

林 雅 音
(2014) 

高齡學習者家人關係、日常
靈性感受與幸福感關係之研
究 

北部樂齡學習
中心之 55 歲以
上高齡學習者
回收 519 份/問
卷調查法 

一、 高齡學習者的家人關係大致良好，屬於中
上程度。 

二、 高齡學習者的家人關係與性別、健康狀
況、婚姻狀況、居住情形等有關，而與年
齡、教育程度及宗教信仰等無關。 

三、 高齡學習者的日常靈性感受大致良好，屬
於中上程度。 

四、 高齡學習者的日常靈性感受與年齡、教育
程度、婚姻狀況、有無宗教信仰等變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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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與性別、健康狀況及居住情形無關。
五、 高齡學習者的幸福感大致良好，屬於中上

程度。 
六、 高齡學習者的幸福感與性別、年齡、教育

程度、健康狀況、婚姻狀況等變項有關，
而與居住情形及有無宗教信仰無關。 

七、 高齡學習者的家人關係與幸福感具有正
相關。 

八、 高齡學習者的日常靈性感受與幸福感有
正相關。 

九、 高齡學習者背景變項、家人關係及日常靈
性感受對幸福感具有預測力，且日常靈性
感受為中介變項。 

任 芳 滿
(2014) 

志工參與動機、幸福感對其
持續涉入之影響-以靈性安適
為調節變項 

志工回收 208
份/問卷調查法 

一、 志工參與動機對幸福感有顯著正向影響。
二、 志工參與動機對持續涉入有顯著正向影

響。 
三、 志工的幸福感對其持續涉入有顯著正向

影響。 
四、 幸福感在志工參與動機對其持續涉入之

行為，有部份顯著中介效果。 
五、 靈性安適在幸福感對其持續涉入的影響

上，有顯著調節作用。 
六、 部份人口統計變項在志工參與動機、幸福

感、持續涉入及靈性安適有顯著差異。 
洪 雅 欣
(2015) 

臺中社區老人超越老化程度
與相關因素探討 

臺中社區老人
（65 歲以上）
回收 459 份/問
卷調查法 

一、 臺中地區老人自評的超越老化觀感整體
屬於中等程度，但在生命凝聚感層面偏
高，獨處需求上偏低。 

二、 臺中地區老人的靈性健康與幸福感為中
等略偏高。 

三、 超越老化觀感會因為教育程度、經濟狀況
與自覺健康狀況不同而有顯著差異；性
別、年齡、婚姻狀況、宗教信仰、居住狀
態與過去2年內有沒有發生過特別的事件
等，在超越老化觀感未達顯著差異。 

四、 臺中地區老人靈性健康發展越好，超越老
化觀感愈佳；臺中地區老人幸福感越好，
超越老化觀感愈佳。 

五、 研究發現共五個變項對超越老化觀感具
有預測因子，幸福感、靈性健康、教育程
度與居住狀態（與家人同住）為正向預測
因子，自評健康狀況為負向預測因子。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透過表 2-3-1，研究者整理歸納出以下幾點。因個人背景變項和靈性、幸福感牽

涉之變項眾多且因研究之場域與對象均不同，所以研究結果也會有很大的差異，因此

研究者以與本研究相關之角度歸納上述 13 篇相關論文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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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靈性與幸福感相關研究多採用問卷調查法 

分析靈性與幸福感相關研究論文時，發現 13 篇當中僅有一篇採用質量並重的訪

談法和問卷調查法，其餘 12 篇均採用問卷調查法，可見這個領域中目前最常被使用

的研究方法是問卷調查法，因此本研究也採用同樣的研究方法。 

(二)靈性與幸福感相關主題呈現多元性 

研究者發現目前靈性與幸福感相關的研究主題(變項)相當廣泛，非常多元，例如：

高中教師的靈性健康與幸福感是否相關、不同人口變項之大學生的靈性安適、社會興

趣與幸福感的差異、生命態度、靈性領導、職場靈性、休閒活動、寬恕、家人支持行

為、工作壓力等諸多領域，在這些多元議題中探討靈性與幸福感的關聯性，目前尚未

看到有研究致力於使用提升靈性成長之靈性服務後獲致幸福感，本研究將藉由具體實

證的非營利服務使用方式來使個體的靈性成長，達到提升幸福感，因此本研究將可為

靈性和幸福感相關性領域提供一些研究成果。 

(三)靈性與幸福感相關研究結果大多均呈現正相關 

上述研究中大多顯示靈性和幸福感有正相關，或是經由中介變項顯示出相關性，

在靈性健康的某些層面可有效預測主觀幸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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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非營利組織與靈性服務 

非營利組織是社會三大部門之一，對社會之影響日趨重要，本研究欲探討非營利

組織之靈性服務項目與使用者的靈性成長與幸福感之關聯，此節將介紹本次研究之非

營利組織與靈性、幸福感之相關，並說明非營利組織的靈性服務內容，以了解此研究

之脈絡。 

壹、非營利組織─衡山機構之介紹 

本研究進行的場域為非營利組織，此組織以提升案主之靈性與幸福感、身心靈健

康為其服務宗旨，並以組織的靈性服務項目作為服務案主的處遇規劃，試圖增進使用

者的靈性成長，這不僅符合社會工作的目標，同時也嘗試對未來建構一種新的、靈性

的社會工作模式。協助個體獲致靈性成長與幸福感是非營利組織的重要工作，也是社

會工作者本身和服務個案共同追尋的最終目標。 

一、衡山機構創立緣由 

衡山機構的初創始於許衡山先生，其本人由人體睡眠之無意識運作原理，發現蘊

藏於人體之種種科學未知的靈性潛能理論，並據此深入研究，獨創衡山靈學學術，揭

開許多醫學、天文、氣象、哲學、心理學之迷思，開創不同於現今科學之觀點，吸引

各界齊聚研究，因此於 1990 年經內政部核准成立第一個衡山靈學學術研究單位。 

在組織發展期間，因應台灣之社會變化與精神疾病日趨嚴重，且靈性困擾或靈性

追尋者日益增多，其服務內容應力求專業與分工，於 2010 年由創辦人劉坤炳先生設

立「衡山機構」，並以「財團法人衡山社會福利基金會」為首，統整機構內專職不同

領域之各單位，因感念其創始人許衡山先生當年之初創精神，故統一所有單位之名稱

皆命名為「衡山」以茲紀念創始精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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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山基金會現任董事長劉坤炳先生(2010)提出，近代人類的物質生活方式及品質

有了顯著的改變與提昇，但人類內心之空虛更甚以往，時代從二十世紀進入二十一世

紀，人們卻未有太多進入新時代之喜悅，相反的當今世界瀰漫著一種失去方向的焦慮，

導致現代人更加耽於逸樂追求物質，好藉以忘卻精神之空虛與失落(衡山，2011)。因

此衡山機構此一非營利組織，致力於推動靈性教育，以靈性服務為社會工作內容，協

助一般大眾獲致身心靈健康與追求人生意義。 

表 2-4-1 衡山機構各組織單位 

主管機關 機構單位名稱 設立時間 

臺中市政府 財團法人私立衡山社會福利基金會 99 年 10 月 

內政部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衡山大道救世協會 91 年 08 月 

內政部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衡山心靈健康協會 99 年 10 月 

臺北市政府 台北市衡山身心靈健康協會 99 年 01 月 

高雄市政府 

彰化縣政府 

高雄市衡山親子心靈關懷協會 

彰化縣衡山全人關懷協會 

101 年 10 月 

104 年 05 月 

內政部 衡山天眼靈力研究會(研發單位) 79 年 08 月 

臺北市衛生局 衡山慈善診所(社會企業) 99 年 10 月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二、衡山機構之使命宗旨 

衡山機構的使命與任務為「以靈性科學提昇人類身心靈三方面的健康，使人人獲

得幸福快樂的生活。」現今社會之物質導向已造成精神無形層面的焦慮與不安，衍生

出的種種問題也讓社會付出沉痛的代價，而這些問題歸因乃是人類過度追求物質文明

發展的結果，忽視了靈性與大自然應和諧共處之道，衡山機構之設立即奠基於此，希

望宣揚提昇人類靈性，並以靈性科學之思想與理論為基礎，致力於靈性之潛能開發，

使每一個體發揮所長、獲致靈性和諧，提昇精神層次；並創造一個可以自我實現的環

境，協助個體身心靈得到健康與智慧、滿足靈性層次之需求，完成生命自我實現，最

終期待一同改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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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山機構的使命與全體人類的價值觀、幸福感息息相關，其所提供的各項非營利

服務依循上述之使命與宗旨規劃，希望能夠改變世人對於成功、成就的定義，重新以

靈性觀點看待生命、自我實現與人生意義，達到人人擁有幸福快樂健康的美好生活。 

三、衡山機構之服務對象 

一般非營利之服務使用者多數為特定之某類弱勢或服務對象族群，本次研究機構

之服務對象為普羅大眾，其性質頗類似宗教之信眾固定至教團聚會之形式，但此研究

機構非宗教團體，沒有所謂宗教的組織、儀式、教條與規範是其最大之不同。此非營

利服務機構均在政府之主管機構立案下，有主要之目的事業與章程、服務範圍，因此

有固定之服務項目，而其前來使用靈性服務之民眾、求助者、服務對象茲可分類為：

(1)一般民眾及追求生命意義者、(2)疑難雜症、睡眠障礙者、(3)情緒障礙、憂鬱者、

(4)需信仰輔導者、(5)精神障礙患者、(6)對人體潛能好奇者、(7)罹患重大疾病或慢性

病者、(8)其他需求者。 

貳、靈性服務 

「靈性服務」(spiritual service)，為用以促進靈性提升、靈性健康、靈性安適，及

建立正確人生觀、靈性觀等目的所提供之各項服務內容。各項靈性服務將增加使用者

之靈性成長、靈性健康、靈性能量提升並促進超越性、靈性之自我實現，本研究將以

使用(1)放鬆訓練；(2)降意識訓練；(3)靜態、動態之身心靈自我療育課程；(4)人際互

動與靈性休閒；(5)志願服務；(6)美好品德與靈性能量提升之檢定；(7)靈性科學理論

與課程；(8)心靈諮詢服務；(9)身心靈整合調理等九項靈性服務後之靈性變化，是否

導致幸福感提升為其主要研究目的，所提供之靈性服務分別介紹如下： 

一、放鬆訓練 

「放鬆訓練」(relaxation training)是一種心理學技巧，最主要提供服務使用者，在

繁忙的生活和各種壓力下，學習放鬆調整身體或精神、靈性的狀態，讓情緒平靜、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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寧、思緒專注、壓力減輕，藉此達到靈性和心理、身體之健康。放鬆訓練步驟如下：

先讓個體了解放鬆的原理、訓練的目標及過程，接著藉由生理回饋儀器測量生理指標

(如皮膚溫度、腦波儀或心跳)監測放鬆程度。放鬆過程中訓練個體體會放鬆時身體的

感覺及心理變化作為放鬆訓練的指標。最後將放鬆訓練學到的技巧，帶到日常生活中

應用，以調整情緒、壓力和改善身體症狀。 

文獻顯示放鬆訓練有助於壓力與焦慮的減輕，對於各式疼痛、心臟病、高血壓、

睡眠障礙、心、身失調都有幫助(曾令儀、李引玉，1999；鄧伯宸譯，2010)。研究發

現放鬆訓練對於抒解壓力；減少雜思增加專注；穩定情緒；改善失眠、增加自我滿意

度等，也有所助益(林仁儀，2014；劉嘉蕙，1996)。綜合上述文獻說明，本研究將探

討放鬆訓練對於提升靈性是否有正相關做一探討。 

二、降意識訓練 

「降意識訓練」(drop awareness training)又稱「無意識」。此項靈性服務其訓練的

施行要點類似坊間所謂的「靜心」(meditation)，但其本質上還是不同於靜心，因降意

識訓練之應用範圍更廣泛，施行的環境更自由不受限制。「降意識訓練」可使肌肉、

身體以及內在思想、觀念、思緒達到放鬆狀態，在任何時候、地點，採用任何姿勢均

可，不需要借助特殊技巧或舉動、修煉都可以讓頭腦、身體、心靈放鬆平靜，降意識

訓練是幫助我們放空意念，提升靈性能量、穩定情緒、專注當下、平息雜念紛飛的方

法之總稱。本研究將探討降意識訓練之變項，是否可提升靈性。 

三、靜態、動態之身心靈自我療癒課程 

本研究之靈性服務「靜態、動態之身心靈自我療癒課程」(static and dynamic 

self-healing of body-mind-spirit courses)是最重要的靈性提升課程，包括：抱珠靜心、

站立靜心、靈魂旋轉運動、喝水等四項步驟，其步驟目的是藉由簡單的運動或動作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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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到排除雜念思緒及降意識的更深層作用。這是提升靈性能量、獲致身心靈健康最重

要的一項服務內容。 

第一個步驟課程“抱珠靜心＂(簡稱：抱珠)：主要訓練專注力，借用能量石的功

用以提升人體的正能量，減少負能量以提升靈性。 

第二個步驟課程“站立靜心＂(簡稱：靜站)：站立時專注於音樂及站立過程中保

持身體之放鬆，需屏除雜念不胡思亂想，才能有良好的成效，此步驟可以排除人體靈

性之負能量並提升正能量，改善身心靈健康。 

第三個步驟課程“靈魂旋轉運動＂(簡稱：靈動)：此步驟可提升身體之免疫力以

防止老化、癌化，及各種疾病發生，排除身體負能量增加正能量及靈性能量。 

第四個步驟課程“喝水＂：喝水步驟，可以排毒、消除煩躁、減壓、維持體內水

分、改善便秘等，可促進身體健康讓心理保持正向，擁有較好的思緒與決策，容易調

和身心平衡，喝水是現代人在面臨壓力和疾病威脅時，一種很簡易的保健預防方法。 

「靜態、動態之身心靈自我療癒課程」之四個步驟，其目的在於提升靈性能量與

促進身體、心理、靈性三方面的全人健康；步驟施行的過程均為達到馬斯洛所說的“高

峰體驗＂和“高原經驗＂，其原理也與米哈里‧齊克森米哈里(Csikszentmihalyi)提出

的“心流經驗＂相同；主要能協助個體達到身心靈調和，提升靈性能量，因此本研究

將進行探討此中介變項是否可提升靈性。 

四、人際互動與靈性休閒 

此次研究之對象為非營利組織之服務使用者，其在組織內有共同的文化與連結，

因此形成特有的人際網絡，例如：家庭或親友共同參予各式活動促進社群互動，亦與

機構內成員形成朋友、同儕以及夥伴關係等，藉由組織內之活動讓彼此間人際關係緊

密且和諧，而人員均可至固定之場所共同參予靈性服務，因而促使組織內有靈性休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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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能，其靈性休閒有三個要件：(1)可以放鬆身心，減輕壓力，提升靈性；(2)有可

以專心一意、全心投入的活動；(3)在舒適、放鬆、享受的環境下達到休閒的感受。

只要在此靈性服務的過程中感受到此三項要件，就具有靈性休閒功能。 

文獻顯示關於人際關係和靈性、幸福感相關的研究，人際關係與整體幸福感皆呈

現正相關(王姿婷，2012；廖梓辰，2002)。而研究休閒靈性功能及身心靈健康各構面

間之相關情形皆達顯著水準並為正相關(皮艾玄，2010)。因此本研究探討人際關係互

動與提供靈性休閒之感受，了解此服務內容之功能是否可促進靈性成長。 

五、志願服務 

近年國內外之志願服務觀念普及，從事志願服務成為一種趨勢；志工能快速、有

效率的協助社會福利、公部門與第三部門各項事務的推動。本次研究機構為非營利組

織，有其固定之志工組織與人員編制，並鼓勵服務使用者加入志工行列。 

志願服務與訓練課程是本次研究機構重要的靈性成長活動之一，服務使用者依其

能力與時間可安排選擇不同的志願工作，並參加訓練；在靈性提升之過程中專業志工

職務有其義務且須明確遵守職務之規範，需經歷考核、實習與履行志願服務之時數，

才能服務他人，這是此研究機構對從事志願服務的嚴謹規範。 

從事志願服務可以提升靈性之自我實現並從助人中獲得社會支持，滿足自我與自

尊之靈性需求進而獲致幸福感，因此本研究欲探討志願服務對非營利服務使用者，是

否會產生靈性提升、自我實現與超越自我的影響並促進獲致幸福感。 

六、美好品德與靈性能量提升之檢定 

美好品德與靈性能量提升之測量即針對來訪民眾及服務使用者，此項目藉由各式

心理學量表、問卷和以靈性潛能檢測方式，提供情緒管理、品德教育、人格特質與靈

性能量提升之檢測，以顯示個體在使用服務前與使用後是否有所改變和進步。本次研



 

69 

 

究機構之核心觀念，認為美德、情緒管理、人格特質與靈性成長均會相互影響，因此

致力於提倡良好品德、正向情緒、人格成熟以促使靈性提升。 

研究發現人格特質、情緒管理與幸福感均為正相關(李美蘭，2007；鄭伊婷，2009)。

正向心理學學者 Sligman 認為幸福感來自美德與長處的發揮(洪蘭譯，2014)。因此美

好品德與靈性能量測量之變項，可提供幸福感與靈性相關性之探討。 

七、靈性科學理論與課程 

本次研究機構中之「靈性科學理論與課程」服務內容，是一完整闡述關於靈性內

涵與實踐的具體論述，教導服務使用者如何擁有積極的人生觀，內容包括宇宙、靈魂

之存在、人體潛能、東西方宗教、靈修原理、人體奧妙、前世今生、鬼魂、能量與磁

場等等。服務使用者接觸靈性科學理論後，可破除迷信、清楚解釋宗教懸疑或個人特

殊神秘經驗等現象，建立正向觀念，促使做好情緒管理擁有正確人生觀與宇宙觀。 

此研究機構提供民眾關於許多靈性的、身心靈健康、神秘經驗的正確靈性科學知

識與課程，目的是讓民眾在靈性提升之過程中，不管藉由所謂的宗教或靈修、超個人

心理學之技巧，都應要有正確的觀念才能確保靈性健康。在靈性觀和幸福觀的建立，

靈性科學理論與課程將給予服務使用者最中肯的引導；例如：情緒智力高可促進靈性

健康；正確的放鬆、靜心可讓身體正能量提升，減少負能量；具備美德、樂觀、感恩

和正向觀念可以促使我們免於靈性急症，易獲致幸福圓滿的人生。本研究探究靈性科

學理論與課程中介變項，是否能給予服務使用者靈性成長與幸福感。 

八、心靈諮詢服務 

心靈諮詢服務其施行方式為結合西方心理學技巧、社會工作之個案工作、團體工

作與靈性科學理論，融合而成的一種新的諮詢服務模式，其目的與學者 Seligman 所

提到之方向一致，均希望個案心靈健康或情緒困擾能改善。因此本研究將進行探究心

靈諮詢服務變項，是否提升服務使用者靈性成長與獲致幸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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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身心靈整合調理 

本研究所稱之“身心靈整合調理＂(the Body-Mind-Spirit Integration of recuperate)

為結合身體之生理問題、心理健康之情緒問題以及靈性狀態之提升所綜合之一種全人

健康的靈性服務，其提供服務的場域為本研究機構的醫療單位。有鑒於現今一些慢性

病與疑難雜症，常與身心靈失衡有關，藉由「身心靈整合」，可減少慢性病用藥，並

增進個體在身體、心理、靈性之健康，補強目前醫療無法解決的人類疾病問題。 

因此本研究將進行探究身心靈整合調理變項，是否提升服務使用者靈性成長與幸

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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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設計 

本章在文獻回顧理論的基礎下，結合研究動機與目的，建立研究架構與假設，並

說明問卷設計、研究變項測量及資料分析方法。本章主要分為研究架構與研究假設、

研究對象與研究工具、資料收集與分析。茲將各節說明如下： 

第一節 研究架構與研究假設 

本研究是為了瞭解靈性與幸福感之關聯性，依據文獻探討，綜合相關研究，發展

出如圖 3-1-1 研究架構，其內容自變項包括受測民眾之個人背景變項(性別、職業、年

齡、收入、婚姻狀況、子女狀況等)，中介變項包括參與靈性服務使用之前後變化，

及對靈性服務之重要度及滿意度調查、靈性與幸福感影響因素排序，依事後回溯法調

查使用服務前與使用後靈性成長與幸福感之各項差異分析比較，探討非營利組織服務

使用者靈性成長與幸福感之關聯性。 

本研究在探討靈性對幸福感之預測力透過事後回溯研究方法，驗證主要的理論依

據為馬斯洛之需求滿足理論。事後回溯研究又名因果比較研究(causal comparative 

research)、回溯因果比較研究與事後自然實驗研究(after-the-fact natural experiments)，

此法乃針對固定組別的研究參與者，從已經形成的結果追溯它的原因，結果是依變項，

原因是自變項(引自紐文英，2013)。因事後回溯研究適用於自變項無法被操弄的情況

下，包括自變項為個別差異變項，因本研究從研究機構現有之會員中，以集體普查填

寫問卷進行調查探究，了解有無接受靈性服務之使用者，並追溯使用靈性服務前、後，

其靈性成長與幸福感是否有差異，因此本研究適用事後回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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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架構 

圖 3-1-1 研究之架構圖 

  

根據上述研究架構，加以說明如下： 

路徑 A：了解不同背景變項的服務使用者對其服務項目之重要度、滿意度、使用靈性  

服務項目前後靈性狀態、靈性成長之差異情形。 

路徑 B：了解使用靈性服務前後對靈性成長之相關及預測情形。 

路徑 C：了解使用靈性服務前後對幸福感之相關及預測情形。 

路徑 D：了解使用靈性服務項目前後靈性成長對幸福感之相關及預測情形。 

路徑 E：了解不同背景變項使用靈性服務項目前後對靈性成長之變化差異情形。 

路徑 F：了解不同背景變項使用靈性服務項目前後對幸福感之變化差異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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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假設 

本研究根據研究目的、文獻探討以及研究架構的概念，提出以下的假設，並以實

證方法驗證。 

假設一、不同背景之服務使用者在靈性成長整體層面及分層面使用靈性服務前後有顯

著差異。 

1-1 不同性別之服務使用者在靈性成長整體及分層面使用前後有顯著差異。 

1-2 不同年齡之服務使用者在靈性成長整體及分層面使用前後有顯著差異。 

1-3 不同教育程度之服務使用者在靈性成長整體及分層面使用前後有顯著差異。 

1-4 不同婚姻狀況之服務使用者在靈性成長整體及分層面使用前後有顯著差異。 

1-5 不同子女狀況之服務使用者在靈性成長整體及分層面使用前後有顯著差異。 

1-6 不同經濟收入之服務使用者在靈性成長整體及分層面使用前後有顯著差異。 

1-7 有無宗教信仰之服務使用者在靈性成長整體及分層面使用前後有顯著差異。 

1-8 不同職業之服務使用者在靈性成長整體及分層面使用前後有顯著差異。 

1-9 擔任不同職務之服務使用者在靈性成長整體及分層面使用前後有顯著差異。 

1-10 不同會員年資之服務使用者在靈性成長整體及分層面使用前後有顯著差異。 

1-11 不同接觸頻率之服務使用者在靈性成長整體及分層面使用前後有顯著差異。 

假設二、不同背景之服務使用者在幸福感整體層面及分層面使用靈性服務前後有顯著

差異。 

2-1  不同性別之服務使用者在幸福感整體及分層面使用前後有顯著差異。 

2-2  不同年齡之服務使用者在幸福感整體及分層面使用前後有顯著差異。 

2-3  不同教育程度之服務使用者在幸福感整體及分層面使用前後有顯著差異。 

2-4  不同婚姻狀況之服務使用者在幸福感整體及分層面使用前後有顯著差異。 

2-5  不同子女狀況之服務使用者在幸福感整體及分層面使用前後有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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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不同經濟收入之服務使用者在幸福感整體及分層面使用前後有顯著差異。 

2-7 有無宗教信仰之服務使用者在幸福感整體及分層面使用前後有顯著差異。 

2-8 不同職業之服務使用者在幸福感整體及分層面使用前後有顯著差異。 

2-9 擔任不同職務之服務使用者在幸福感整體及分層面使用前後有顯著差異。 

2-10 不同會員年資之服務使用者在幸福感整體及分層面使用前後有顯著差異。 

2-11  不同接觸頻率之服務使用者在幸福感整體及分層面使用前後有顯著差異。 

假設三、服務使用者靈性成長與幸福感有顯著相關 

3-1  服務使用者靈性成長整體層面對幸福感整體層面有顯著相關。 

3-2  服務使用者「靈格提升~智慧湧現」層面對幸福感各層面有顯著相關。 

3-3  服務使用者「活出意義~超越逆境」層面對幸福感各層面有顯著相關。 

3-4  服務使用者「與人締結~自利利他」層面對幸福感各層面有顯著相關。 

3-5  服務使用者「明心見性~天地融合」層面對幸福感各層面有顯著相關。 

3-6  服務使用者「靈性健康~身心和諧」層面對幸福感各層面有顯著相關。 

3-7  服務使用者「靈和相處~圓滿人生」層面對幸福感各層面有顯著相關。 

假設四、服務使用者使用靈性服務項目後與背景變項對靈性成長有顯著的預測力。 

4-1  服務使用者使用靈性服務項目與背景變項對靈性成長整體層面有顯著預測力。 

4-2  服務使用者使用靈性服務項目與背景變項對「靈格提升~智慧湧現」分層面有顯

著的預測力。 

4-3  服務使用者使用靈性服務項目與背景變項對「活出意義~超越逆境」分層面有顯

著的預測力。 

4-4  服務使用者使用靈性服務項目與背景變項對「與人締結~自利利他」分層面有顯

著的預測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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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服務使用者使用靈性服務項目與背景變項對「靈性健康~身心和諧」分層面有顯

著的預測力。 

4-6  服務使用者使用靈性服務項目與背景變項對「明心見性~天地融合」分層面有顯

著的預測力。 

4-7  服務使用者使用靈性服務項目與背景變項對「靈和相處~圓滿人生」分層面有顯

著的預測力。 

假設五、服務使用者使用靈性服務項目後對幸福感有顯著的預測力。 

5-1  服務使用者使用靈性服務項目對幸福感整體層面有顯著的預測力。 

5-2  服務使用者使用靈性服務項目對「正向情緒」分層面顯著的預測力。 

5-3  服務使用者使用靈性服務項目對「生活滿意」分層面有顯著的預測力。 

5-4  服務使用者使用靈性服務項目對「和諧人際」分層面有顯著的預測力。 

5-5  服務使用者使用靈性服務項目對「身心健康」分層面有顯著的預測力。 

5-6  服務使用者使用靈性服務項目對「自我實現」分層面有顯著的預測力。 

5-7  服務使用者使用靈性服務項目對「幸福觀」分層面有顯著的預測力。 

假設六、服務使用者使用靈性服務項目後靈性成長對幸福感有顯著的預測力。 

6-1  服務使用者靈性成長整體層面對幸福感整體層面有顯著的預測力。 

6-2  服務使用者靈性成長層面對幸福感「正向情緒」分層面有顯著的預測力。 

6-3  服務使用者靈性成長層面對幸福感「生活滿意」分層面有顯著的預測力。 

6-4  服務使用者靈性成長層面對幸福感「和諧人際」分層面有顯著的預測力。 

6-5  服務使用者靈性成長層面對幸福感「身心健康」分層面有顯著的預測力。 

6-6  服務使用者靈性成長層面對幸福感「自我實現」分層面有顯著的預測力。 

6-7  服務使用者靈性成長層面對幸福感「幸福觀」分層面有顯著的預測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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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與研究工具 

壹、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此次研究機構之服務使用者為對象族群進行全面之問卷調查。研究對象

為研究機構中具會員資格之民眾，採用公告與電子郵件通知集體施測，並寄送網路問

卷與集體普查填表方式，全省七個縣市共計八處服務中心，會員總數為 1056 人。 

貳、研究工具 

本研究之主要方法為文獻分析法與問卷調查法。文獻分析法藉由蒐集國內外相關

學者對於靈性與幸福感相關之論文、書籍、期刊，經過閱讀、分析及歸納後，作為本

研究之理論基礎與研究架構的依據。而問卷調查法主要採用研究者自行編製之量表作

為調查工具；編製問卷前，研究者先蒐集相關文獻及問卷資料，了解靈性成長與幸福

感之影響層面，以達成研究目的。本研究將進行試填與預試，目的在於檢驗此次研究

機構之服務使用者對「衡山靈性成長量表」與「衡山幸福感量表」之填寫狀況，將預

試結果針對語意不清或需調整之題項進行檢驗及刪改，以期獲得更可靠精準的研究結

果使正式問卷能更趨確實完善。 

本次使用的研究工具包括下列四個部分：「個人基本資料」、研究者自編之「衡山

服務項目使用與否及重要度與服務滿意度、靈性狀態調查」、「衡山靈性成長量表」及

「衡山幸福感量表」。 

一、研究工具之編製與設計 

(一) 個人基本資料 

依據研究目的、研究對象性質以及文獻探討回顧，編製成量化問卷，問卷分為五

個部分，第一部分為包含基本資料，個人背景變項有：性別、年齡、教育程度、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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狀況、子女狀況、經濟收入、宗教信仰、職業、擔任組織之職務、會員年資、接觸機

構之頻率等十一項。 

一、性別：分為男性和女性兩類。 

二、年齡：分為 25 歲以下、26~35 歲、36~45 歲、46~55 歲、56~65 歲、66 歲(含)以

上等六類。 

三、教育程度：分為國小(含)以下、國中、高中(職) 、大學(專) 、研究所(含)以上等

五類。 

四、婚姻狀況：分為未婚、已婚有配偶、同居、離婚或分居、喪偶、其他等六項。 

五、子女狀況：分為無子女、兒女人數填答兩類。 

六、經濟月收入：月收入 10,000 元(含)以下、10,001~20,000 元、20,001~40,000 元、

40,001~60,000 元、60,001~80,000 元、80,001~100,000 元、100,001 元(含)以上六

類。 

七、宗教信仰：分為無、有兩類，若有再填答、道教、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一貫

道、回教、伊斯蘭教、其他等八類。 

八、職業：分為學生、公務人員、文化/教育/教師、軍人/警察、工業/商業、農業/漁

業、服務業、自由業、公營事業、退休人員、家管、約聘僱/臨時人員、無業或

待業中、其他等十四類。 

九、擔任職務：分為無、志工、約聘人員、職工等四類。 

十、會員年資：分為 1 年以下、1~2 年、2~3 年、3~4 年、4~5 年、5~6 年、6~7 年、

7~8 年、8~9 年、9~10 年、10 年以上、20 年以上共十二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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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每月接觸頻率：分為 5 次以下、5~10 次、11~15 次、16-20 次、20 次以上共五

類。 

(二) 靈性服務之重要性與滿意度狀態調查、使用前後之靈性狀態調查 

問卷第二部分為調查九項靈性服務項目有無使用情形與自覺重要性與滿意度，以

及使用前後之靈性狀態調查，靈性服務項目有：(1)放鬆訓練；(2)降意識訓練；(3)靜

態、動態之身心靈自我療育課程；(4)人際互動與靈性休閒；(5)志願服務；(6)美好品

德與靈性能量提升之檢定；(7)靈性科學理論與課程；(8)心靈諮詢服務；(9)身心靈整

合調理等九項；填答使用靈性服務各題項，為先請受測者先行勾選有無使用，再依自

身感受勾選其重要與滿意程度，量表採用李克特(Likert)四點量尺評量，從「非常重要

(滿意)」、「重要(滿意)」、「不重要(滿意)」、「非常不重要(滿意)」以及使用服務前後之

靈性狀態，從「非常不好」、「不好」、「好」、「非常好」等四種答案。 

(三) 衡山靈性成長量表 

問卷第三部份之「衡山靈性成長量表」量表設計在題項方面，由前章文獻探討中

釐清關於靈性之定義和影響之面向，並依據量表內容參考文獻：「靈性評估量表」

(Howden，1992)、「心靈安寧訪談指引表」(張翠芬，2001)、「靈性健康量表」(陳慧姿，

2007；羅暐茹，2011；蕭雅竹，2004)。配合本研究之需求加以修編而成「衡山靈性

成長量表」，主要調查非營利服務使用者在使用靈性服務項目後的靈性成長變化，共

計有六個構面，分別為：(1)靈格提升～智慧湧現；(2)活出意義～超越逆境；(3)與人

締結～自利利他；(4) 靈性健康～身心和諧；(5)明心見性～天地融合；(6)靈和相處～

圓滿人生等。採用李克特(Likert)四點量尺評量，從「非常同意」、「同意」、「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等四種答案。此問卷在最後加入選填問項，依受試者的價值觀與認知

之不同，依序填寫影響靈性成長之因素重要順序共計八項。 

以下 3-2-1 表為說明「衡山靈性成長量表」之構面、操作性定義、相關之靈性服

務與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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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衡山靈性成長量表之操作性定義與靈性服務相關性 

構面 操作性定義 相關靈性服務 題號 

靈格提升 

～智慧湧現 

提升靈性的能量，改變內在思考模式、人格特質和

外顯行為、態度，而獲得智慧。 

3、6、7 1~9 題 

活出意義 

～超越逆境 

了解自我存在、生命意義與價值，能自我肯定、超

越逆境，面對生命之挫折並堅定自己的信心。 

3、6、7 10~17 題 

與人締結 

～自利利他 

超越時空與因果，營造和諧靈際關係，了解他人存

在之意義與價值；重視人際之關懷給予，有感恩和

慈悲之心。 

4、5、8 18~25 題 

靈性健康 

～身心和諧 

身心靈全人健康觀，藉由靈性提升促使身體、心理

健康，達到身心靈平衡、和諧一致。 

1、2、3、9 26~29 題 

明心見性 

～天地融合 

破除迷信；超越宗教之固有概念；擁有正確信念；

掌握自己的人生；重視獨立思考。 

7 30~37 題 

靈和相處 

～圓滿人生 

身、心、靈之無形力量提升、和諧一致，可以影響

個體的生理、心理和靈性，成為圓滿的全人；進而

影響社會環境，成就圓滿幸福的人生，以促進世界

大同。 

3、7 38~43 題 

整體滿意度

與未來性 

整體靈性服務滿意度與世界未來性發展 全部服務項目 44~54 題 

影響靈性成

長之因素排

列 

人格特質、情緒管理、疾病、經濟狀態、命運、壓力與挫敗、認知觀念、人際關係

重要性順序依最重要為 1，排列至最不重要為 8。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上述表格靈性服務項目以數字表示；1.)放鬆訓練；2.)降意識訓練；3.)靜態、
動態之身心靈自我療育課程；4.)人際互動與靈性休閒；5.)志願服務；6.)美好品德與靈性能量提升之檢
定；7.)靈性科學理論與課程；8.)心靈諮詢服務；9.)身心靈整合調理) 

(四) 衡山幸福感量表 

問卷第四部份之「衡山幸福感量表」量表設計在題項方面，參考前章文獻探討中

關於幸福感之定義和影響因素、釐清幸福感之來源與各面向，並依據量表內容參考文

獻：西方學者 Argyle(1987) 之「牛津幸福感量表」、Ryff(1989) 「心理幸福感量表」，

國內「個人生活感受測量問卷」(莊曜嘉、黃光國，1981)、「中國人幸福感量表完整

版」(陸洛、施建彬，1995)，及陳鈺萍(2004)「教師幸福感量表」、陳慧姿(2007)所編

製之「高中教師幸福感量表」，還有提倡國民幸福指數的不丹國家於 2010 年四月修訂

之「第二版國民幸福調查問卷」。配合本研究之需求加以修編而成「衡山幸福感量表」，

主要調查服務使用者於使用靈性服務項目前後幸福感之現況與靈性成長有無關聯性，

共計有六個構面，分別為：(1)正向情緒；(2)生活滿意；(3)和諧人際；(4)身心健康；

(5)自我實現；(6) 幸福觀等六個面向。採用李克特(Likert)四點量尺評量，從「非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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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同意」、「不同意」、「非常不同意」。此問卷最後加入選填問項，依受試者的價

值觀與認知不同，依序填寫影響幸福感之因素重要順序共計八項。以下說明「衡山幸

福感量表」之構面、操作性定義與題號。 

表 3-2-2 衡山幸福感量表之構面與操作性定義 

構面 操作性定義 題號 

正向情緒 幸福感是一種主觀的情緒狀態，包含正向情感體驗及無心理的痛苦

而有樂觀心態，以及對生活、事物、環境的喜愛程度。 

1~7 題 

生活滿意 指個人對目前整體生活的主觀滿意感受程度；包含對物質條件、金

錢上的滿足。 

8~13 題 

和諧人際 指個體透過各種情境和他人互動交流過程所形成的關係，如家庭、

朋友、同事等，此關係形成人際歸屬感、滿足自尊、增加社會支持、

親密感。 

14~21 題 

身心健康 指個體的身體、心理及社會處於一種安適狀態，並非只是沒有疾病

而已。 

22~28 題 

自我實現 指個人對生活中，一種感到實現自我抱負、生命有意義目標；面對

理想、工作實踐過程中有自我價值的正向肯定。 

29~39 題 

幸福觀 對幸福感與影響幸福感的因素認知。 40~42 題 

整體靈性與

幸福感 

靈性與幸福感有關連性，能量提升後會更幸福。 43~44 題 

影響幸福感

之因素排列 

人格特質、情緒管理、疾病、經濟狀態、命運、壓力與挫敗、認知觀念、人際關係重

要性順序依最重要為 1，排列至最不重要為 8。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五) 填表人意見 

問卷第五部分為對研究機構之具體建議和期待，因應研究之完整性提供研究機構

做為評估績效、服務改進的依據，因此加入了受試者的意見欄和相關訊息。 

研究工具的編製過程與內容為：先請指導教授指正，以確信問卷內容能有效測量

本研究各層面的概念。為進一步瞭解填答者在實際填答時，對問卷的內容、語意、填

答方式等是否有困難，先請 10 位服務使用者進行問卷的試填，並針對問卷內容的合

適性、文句敘述的清晰度、設計的邏輯性等問題提出具體建議，最後針對 45 位服務

使用者進行預試，經審核、修改發展為預試問卷(詳見附錄一)，隨即進行預試問卷調

查之施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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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資料收集與分析 

本研究資料收集採網路問卷調查與會員集體普查問卷填表之調查方式。資料處理

與分析採用 SPSS(22.0 版)for windows 軟體程式為主要的統計工具，用以分析所收集

的問卷資料。使用描述性統計分析呈現原始資料的分配；並利用推論性統計進行各種

不同背景變項之間的差異分析、相關分析與預測力分析。 

本研究將回收之有效問卷，先行予以編碼與登錄，原始資料登錄於電腦後，再使

用 SPSS(22.0 版)統計套裝程式進行統計分析處理。茲將本研究採取的統計方法歸納

說明如下： 

(一) 描述性統計(Descriptive statistics) 

本研究之背景變項為類別變項，以次數分配表及百分比，了解有效樣本服務使用

者基本資料之分布情形。 

本研究之靈性服務使用重要性、滿意度、靈性成長、幸福感之問卷量表為等距變

項，以平均值、標準差來分析及敘述其分佈情形，以了解民眾對服務項目之重要性、

滿意度與靈性成長、幸福感的現況。以加權指數與百分比了解影響服務使用者靈性成

長、幸福感之因素排列現況。 

(二) T 考驗(t-test)、Z 考驗(z-test)、單因子變異數分析(One-way ANOVA) 

分析不同背景變項之服務使用者使用靈性服務前後對靈性成長及幸福感整體層

面之差異情形。 

(三) 單因子多變項變異數分析(One-way Multivariate Analysis of Variance) 

利用單因子多變項變異數分析及雪費法(scheffe')或杜納法(Dunnett) T3 檢定事後

比較法，分析不同背景變項之服務使用者在服務項目之各靈性成長分層面及幸福感各

分層面之差異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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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皮爾森積差相關(Pearson's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利用皮爾森積差相關探討服務使用者使用服務項目前後，對靈性成長與幸福感整

體及分層面兩兩變項間的相關情形。 

(五) 逐步多元迴歸分析(Stepwise Multiple Regression) 

利用逐步多元迴歸分析來驗證，了解靈性服務項目與背景變項對靈性成長整體與

幸福感整體及各分層面的預測力；及利用多元迴歸分析靈性成長各層面對幸福感整體

及分層面的預測情形及聯合預測力。 

(六)  表現程度分析法(importance- performance analysis，簡稱 IPA) 

表現程度分析法主要是以消費者的觀點來分析重要性與表現績效的關連性，並進

一步發展行銷策略。下表 3-3-1 利用表現程度分析法的架構分析非營利組織的服務品

質，將重要性與滿意度的平均得分繪製於二維矩陣圖中，藉以了解九項靈性服務項目

之重要性與滿意度，作為組織發展、策略與服務規劃、教育訓練之參考。 

圖 3-3-1 表現程度分析法對重要性與滿意度散佈圖之解釋 

 

 

 

 

 

 

 

 

重要程度 

滿意度 

象限 1「保持良好作為」 象限 2「可能過度投入」 

象限 3「可暫不處理」 象限 4「需努力處理問題」 

 

●A ●B 

低 高 

高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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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 研究目的、待答問題、研究假設與統計方法之摘要表 

研究目的 待答問題 研究假設 統計方法 

1. 瞭解服務使用者接

受靈性服務前後之

靈性成長現況。 

1. 服務使用者接受服

務前後之靈性成長

現況如何？ 

2. 不同背景之服務使

用者其靈性成長前

後差異如何？ 

1. 不同背景的服務使

用者使用靈性服務

前後，靈性成長之整

體層面與分層面均

有顯著差異。 

適合度檢定 

次數 

百分比 

平均值 

標準差 

T 檢定 

Z 檢定 

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單因子多變項變異數

分析 

薛費氏事後比較 

杜納 T3 檢定 

2. 瞭解服務使用者接

受靈性服務前後之

幸福感現況。 

3. 服務使用者接受服

務前後之幸福感現

況如何？ 

4. 不同背景之服務使

用者其幸福感前後

差異如何？ 

2. 不同背景之服務使

用者使用靈性服務

前後，幸福感之整體

層面與分層面均有

顯著差異。 

3. 探討服務使用者之

靈性成長與幸福感

的相關情形。 

5. 服務使用者接受服

務前後之靈性成長

與幸福感的相關為

何？ 

3. 靈性成長與幸福感

之整體層面及分層

面呈顯著相關。 

皮爾森積差相關 

相關係數統計考驗 

4. 探討服務使用者使

用靈性服務對靈性

成長及幸福感的預

測力。 

6. 服務使用者使用靈

性 服 務 對 靈 性 成

長、幸福感是否有預

測力？ 

4. 服務使用者使用何

項靈性服務可以有

效預測靈性成長及

幸福感。 
T 檢定 

F 考驗 

逐步多元迴歸分析 

簡單迴歸分析 
5. 分析服務使用者之

靈性成長對幸福感

的預測力。 

7. 服務使用者接受服

務前後之靈性成長

對幸福感是否有預

測力？ 

5. 服務使用者之靈性

成長可以有效預測

幸福感。 

(本研究整理) 

壹、預試問卷之信效度分析 

根據學者 Gay(1992)對於取樣的樣本數需要多少，他提出看法為：描述研究時，

樣本數最少佔母群體的 10%，如果母群體較小，則最小的樣本數最好為母群體的 20%。

而相關研究、因果比較研究與實驗研究，各組的人數至少要有 30 位(引自吳明隆，2013)。

因此本研究以非營利組織全省各服務處加入之會員數為母群，依照各區收到問卷量測

通知之人數約有 500 人，依比例隨機於全省抽樣施測預試，共回收 45 份，問卷回收

率 100%，計有效問卷 45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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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試資料經回收後將有效問卷資料輸入電腦，即以 SPSS(22.0 版)for windows 套

裝軟體程式進行「項目分析」、「因素分析」、「信度分析」，隨後進行題目之刪選及建

構本量表的信、效度。 

一、衡山靈性成長量表預試分析 

(一) 項目分析 

1.遺漏值檢驗 

高遺漏值之題項，象徵該題項可能有語意不清、偏誤或涉及敏感之議題，致使受

試者無法或無意願做答，故無法取得有意義之回應，因此將遺漏值高於 2%以上之題

項予以刪除。 

2.描述統計檢測 

本研究採用李克特(Likert)四點量尺評量，從「非常不同意」、「不同意」、「同意」、

「非常同意」分別給予 1、2、3、4 分，採事後回溯法即有使用前後量表之不同平均

數和標準差，本研究將平均數介於 2 至 4 之間的題目是屬於良好的題目；若該題標準

差小於 0.4 者，即判定屬於不良的指標，因為鑑別度太低；而量表調查使用前後之平

均數差異值，針對正向題及反向題若小於正負 0.5 即屬於不良的指標，將予以刪除。 

3.相關分析 

每一題如得分與量表總分之相關愈高，表示該題目所包含的內涵與總量表所預測

良好之內涵愈趨一致(邱皓政，2002)。題目與總分的相關顯著未達相關者，即屬於不

良的指標，將予以刪除。 

(二) 因素分析 

本研究採用因素分析檢驗問卷量表之建構效度，進行因素分析前先利用

KMO(Kaiser-Meyer-Olkin measure of sampling adequacy)的取樣適切性量數來檢定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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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適切性。當 KMO 值愈大時，表示變項間的共同因素越多，愈適合因素分析，若

KMO 值小於.50 時，較不宜進行因素分析(邱皓政，2002) 。 

本研究之「衡山靈性成長量表」進行預試之因素分析，針對使用前後之量表進行

主成分因素分析，此次量表之設計共分為六個層面，在編製之初即已根據文獻與理論

將量表層面確定，經指導教授之專家檢核，故採取分層量表單獨進行因素分析法。本

量表計採用六個因素分別為「靈格提升～智慧湧現」、「活出意義～超越逆境」、「與人

締結～自利利他」、「靈性健康～身心和諧」、「明心見性～天地融合」、「靈和相處～圓

滿人生」，針對服務使用前後的六個層面進行之因素分析以檢驗效度，結果顯示部分

題項經刪除後可歸納於單一因素中，且每一層面的解釋變異量可達標準以上，因此將

「衡山靈性成長量表」中因素負荷量低以致影響總變異量之題項刪除。 

(三) 信度分析 

信度分析主要在評估預試問卷之「衡山靈性成長量表」的可靠程度，即測量結果

的一致性或穩定性，信度係數越高，代表測量誤差越低。本研究考驗量表的內部一致

性採 Cronbach’s α係數為指標，以服務使用後之數據進行信度分析。信度分析結果

整體量表的 Cronbach’s α係數使用後為 0.954，檢驗各題項信度的α係數若發現題項

刪除可增加量表之信度，亦考慮予以刪除。 

靈性成長之「明心見性~天地融合」層面之內涵，考量欲研究之宗教影響，並經

信效度分析與題項刪題後之因素內容，調整此分層面題項並更改此層面名稱為「明心

見性~正確信念」，最後與指導教授討論經確認量表中若有語意不清、題項意義相近及

缺點評估達兩點以上之題項進行刪除，本研究根據上述之標準，刪除部分題項結果形

成「衡山靈性成長量表」正式問卷共計 30 題。其預試題項與正式題項保留與刪除部

分，整理如下表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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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2 服務使用者衡山靈性成長量表預試分析 

預
試
題
號 

正
式
題
號 

題項內容 

遺
漏
值
檢
驗

平
均
數
差
異

相

關

項

目

總

數

α

係

數

因
素
負
荷
量

取

捨

1.  我認為我的靈性能量比一般人高。 2 +0.94 .448 .950 .485 刪除

2. 1. 我可以開發出人體內的靈性潛能。 0 +0.99 .551 .952 .650 保留

3.  我的記憶力很好。 1 +0.44 .382 .950 .417 刪除

4. 2. 我認為我可以改變我的人格特質。 0 +0.88 .557 .952 .451 保留

5.  我重視精神層次勝於物質層次。 1 +0.59 .575 .950 .558 刪除

6. 3. 我可以寬恕傷害我、誤解我的人。 0 +0.80 .649 .952 .563 保留

7. 4. 我的處事態度有智慧。 0 +0.75 .625 .952 .595 保留

8.  我常做出錯誤的判斷。 0 -0.28 .174 .954 .811 刪除

9. 5. 我的內心很自由自在。 0 +0.95 .581 .951 .517 保留

10.  我活著必定有特別的意義。 0 +0.42 .692 .950 .610 刪除

11. 6. 我的人生有目標。 0 +0.85 .668 .951 .643 保留

12.  我感到自己是特別的。 0 +0.46 .529 .952 .489 刪除

13. 7. 我能自我肯定。 0 +0.77 .659 .954 .655 保留

14. 8. 我懂得如何愛自己。 0 +0.91 .666 .954 .627 保留

15. 9. 遭遇挫折時，我有自我療癒的能力。 0 +0.84 .649 .954 .685 保留

16. 10. 我認為靈性能量可以幫助我順應所經歷的生命起伏。 0 +0.94 .688 .954 .589 保留

17. 11. 對於別人的批評、誤解，我可以坦然面對。 0 +0.95 .676 .954 .593 保留

18. 12. 我有和諧的人際關係。 0 +0.66 .599 .954 .616 保留

19. 13. 我相信靈性能量使我容易有貴人相助。 0 +0.78 .715 .954 .613 保留

20.  我有值得信任、無話不談的親友。 0 +0.42 .573 .954 .579 刪除

21.  我認為做善事會產生靈性正能量。 0 +0.49 .585 .949 .573 刪除

22. 14. 對於周遭人們為我做的一切事情我感到感恩。 0 +0.63 .645 .952 .724 保留

23. 15. 對於他人的苦難我會有同理心。 0 +0.50 .626 .953 .694 保留

24. 16. 我願意無條件協助別人。 0 +0.58 .589 .953 .569 保留

25. 17. 看到別人有成就時，我會替他感到高興。 0 +0.58 .636 .953 .653 保留

26. 18. 我認為我有身心靈全人健康之正確觀念。 0 +1.08 .713 .952 .717 保留

27. 19. 我認為靈性潛能有治療身心疾病的力量。 0 +0.93 .654 .953 .726 保留

28. 20. 因靈性成長使我的生命有活力與能量。 0 +0.94 .716 .953 .830 保留

29. 21. 我感受到靈性能量提升後使我的身心狀態和諧健康。 0 +0.99 .719 .953 .830 保留

30.  我可以坦然面對生老病死。 0 +0.97 .534 .950 .532 刪除

31.  我會思索或探究與生命意義相關的課題。 0 +0.59 .624 .950 .531 刪除

32. 22. 遇到不順遂時，我曾算命、改名、改運或求神問卜。 0 -0.94 .260 .954 .550 保留

33. 23. 我相信拜拜或祈禱，神明和上帝會保佑我。 0 -1.02 .395 .953 .840 保留

34. 24. 我認為宗教的儀式及修煉可以讓我的身心靈更健康。 0 -1.00 .345 .953 .849 保留

35. 25. 我認為宗教的戒律及規範可以讓我的靈性成長。 0 -0.83 .266 .954 .779 保留

36.  我相信每個生命的存在都是獨一無二的。 0 +0.47 .428 .951 .767 刪除

37.  我相信自己的存在和所有的天地萬物有關。 0 +0.49 .450 .951 .766 刪除

38.  我有幽默感。 0 +0.47 .425 .951 .631 刪除

39. 26. 我認為靈性生活就是過著身心靈平衡的生活。 0 +0.74 .658 .953 .681 保留

40. 27. 我認為靈性可以讓我培養出美好品格和長處。 0 +0.79 .696 .953 .695 保留

41. 28. 我相信靈性提升可以化解天災人禍等災難。 0 +0.99 .651 .953 .721 保留

42. 29. 我認為世界上的戰爭、暴力、貪婪，是因缺乏靈性。 0 +0.76 .668 .953 .818 保留

43. 30. 我相信人類的靈性提升才能世界大同。 0 +0.79 .673 .953 .733 保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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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衡山幸福感量表預試分析 

(一) 項目分析 

1.遺漏值檢驗 

高遺漏值之題項，象徵該題項可能有語意不清、偏誤或涉及敏感之議題，致使受

試者無法或無意願做答，故無法取得有意義之回應。本研究將遺漏值高於 2%以上之

題項予以刪除。 

2.描述統計檢測 

本研究採用李克特(Likert)四點量尺評量，從「非常不同意」、「不同意」、「同意」、

「非常同意」分別給予 1、2、3、4 分，採事後回溯法即有使用前後量表之不同平均

數和標準差，本研究將平均數介於 2 至 4 之間的題目是屬於良好的題目；若該題標準

差小於 0.4 者，即判定屬於不良的指標，因為鑑別度太低；而量表調查使用前後之平

均數差異值，針對正向題及反向題若小於正負 0.5 即屬於不良的指標，將予以刪除。 

3.相關分析 

每一題如得分與量表總分之相關愈高，表示該題目所包含的內涵與總量表所預測

良好之內涵愈趨一致(邱皓政，2002)。題目與總分的相關顯著未達相關者，即屬於不

良的指標，將予以刪除。 

(二) 因素分析 

進行因素分析前先利用 KMO(Kaiser-Meyer-Olkin measure of sampling adequacy)

的取樣適切性量數來檢定選樣的適切性。當 KMO 值愈大時，表示變項間的共同因素

越多，愈適合因素分析，若 KMO 值小於.50 時，較不宜進行因素分析(邱皓政，2002) 。 

本量表採取分層面單獨進行因素分析法，以取得量表之建構效度，共計採六個因

素，分別命名為「正向情緒」、「生活滿意」、「和諧人際」、「身心健康」、「自我實現層

面」、「幸福觀」；效度分析則針對量表各層面的題目分別進行因素分析，效度分析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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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顯示在此衡山幸福感量表中針對服務使用前後的整體幸福感及六個分層面，結果顯

示部分題項經刪除後可歸納於單一因素中，且每一層面的解釋變異量可達標準以上，

因此將「衡山幸福感量表」中因素負荷量低以致影響總變異量之題項予以刪除。 

(三) 信度分析 

信度分析主要在評估預試問卷之「衡山幸福感量表」的可靠程度，亦指測量結果

的一致性或穩定性，信度係數越高，代表測量誤差越低。內部一致性採 Cronbach’s α

係數為指標，以服務使用後之數據進行信度分析共計 41 題。顯示結果為量表整體信

度 Cronbach’s α係數使用後為 0.959，若刪除題項α係數會提升則考慮予以刪除。 

最後與指導教授討論並經確認量表中若有語意不清、題項意義相近及缺點評估達

兩點以上之題項將進行刪除。本研究根據上述之標準，逐題進行「衡山幸福感量表」

42 題之分析檢驗，經確認刪除題項後，形成正式問卷共計 33 題。 

表 3-3-3 服務使用者衡山幸福感成長量表預試分析 

預
試
題
號 

正
式
題
號 

題項內容 

遺

漏

值

檢

驗

平

均

數

差

異

相

關

項

目

總

數

α

係

數

因

素

負

荷

量

取

捨

1. 1. 我覺得快樂。 0 +1.05 .757 .958 .883 保留

2. 2. 我喜歡我自己。 0 +0.87 .778 .958 .893 保留

3. 3. 我對自己很有信心。 0 +0.91 .747 .958 .679 保留

4. 4. 我對未來感到樂觀。 0 +1.04 .800 .958 .825 保留

5. 5. 我認為世界是美好的。 0 +0.92 .759 .958 .791 保留

6.  過去所面對的難題，現在都是我成長的助力。 1 +0.87 .667 .957 .698 刪除

7. 6. 我的生活沒有包袱，我可以過我想過的生活。 0 +0.83 .667 .958 .784 保留

8. 7. 我的生活有保障及安全感。 0 +0.89 .767 .958 .822 保留

9. 8. 我覺得我的生活過得比大部分的人好。 0 +0.80 .714 .958 .653 保留

10. 9. 我認為自己相當有吸引力。 0 +0.67 .712 .958 .868 保留

11. 10. 我的夢想都能獲得實現。 0 +0.81 .746 .958 .752 保留

12. 11. 我對於自己的經濟狀況感到滿意。 0 +0.67 .629 .958 .864 保留

13. 12. 我有足夠的錢做我想做的事。 0 +0.61 .624 .958 .923 保留

14. 13. 我覺得我的家庭生活是溫馨和樂的。 0 +0.75 .637 .958 .820 保留

15. 14. 我和同事、朋友相處愉快。 0 +0.60 .711 .958 .748 保留

16. 15. 周遭有許多人關心我。 0 +0.57 .633 .958 .763 保留

17. 16. 我常常被他人誇獎。 0 +0.56 .681 .958 .814 保留

18. 17. 我能受到他人的尊重與敬重。 0 +0.55 .732 .958 .791 保留

19. 18. 我時常有興趣關心其他人的事。 0 +0.62 .672 .958 .808 保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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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
試
題
號 

正
式
題
號 

題項內容 

遺

漏

值

檢

驗

平

均

數

差

異

相

關

項

目

總

數

α

係

數

因

素

負

荷

量

取

捨

20. 19. 我可以帶給別人喜樂。 0 +0.62 .753 .958 .806 保留

21. 20. 我能以愛心及耐心對待他人，並贏得友誼。 0 +0.61 .691 .958 .799 保留

22. 21. 我覺得自己身體健康狀況良好。 0 +0.80 .691 .958 .828 保留

23.  我很容易入睡，睡眠品質良好。 1 +0.59 .627 .957 .697 刪除

24.  我有良好的飲食習慣。 0 +0.47 .630 .957 .728 刪除

25.  我容易發脾氣。 1 -0.49 .181 .956 .609 刪除

26. 22. 我常保持輕鬆自在的心情。 0 +0.89 .676 .958 .831 保留

27. 23. 我覺得我能全然地接受自己的優缺點。 0 +0.84 .710 .958 .780 保留

28. 24. 我感到每天都活力充沛。 0 +0.83 .747 .958 .727 保留

29. 25. 我對生活中的事有投入感及參與感。 0 +0.69 .769 .958 .791 保留

30.  我的理想能獲得實現。 1 +0.59 .788 .957 .830 刪除

31.  我認為我是一個對別人有影響力的人。 2 +0.51 .692 .957 .808 刪除

32.  我常覺得這世界對我不公平。 1 -0.47 .326 .957 .753 刪除

33.  我遺失了生命中的方向。       1 -0.66 .367 .957 .721 刪除

34.  我的人生按照我想達成的目標發展。 0 +0.49 .375 .957 .805 刪除

35. 26. 我認為我的生命是有意義和目標的。 0 +0.83 .666 .958 .846 保留

36. 27. 我的表現(工作、志願服務)受到他人肯定。 0 +0.61 .707 .958 .836 保留

37. 28. 由於我的參予常使事情變得更好。 0 +0.57 .736 .959 .768 保留

38. 29. 我擁有可以發揮潛能和表現的機會。 0 +0.71 .763 .958 .733 保留

39. 30. 我能專注於工作。 0 +0.56 .713 .958 .699 保留

40. 31. 我覺得幸福就是過一種身心靈平衡的生活。 0 +0.77 .602 .959 .791 保留

41. 32. 我認為有美德、品格的人容易獲致幸福。 0 +0.61 .615 .959 .680 保留

42. 33. 我認為滿足靈性需求才有真正的幸福。 0 +0.76 .580 .959 .772 保留

貳、正式問卷之信效度分析 

本研究完成預試之信效度分析，進行問卷題目之刪選形成正式問卷(詳見附錄二)

並完成正式施測。此部分針對服務使用者正式施測問卷之信效度進行分析，包括「衡

山靈性成長量表」、「衡山幸福感量表」之使用前與使用後共四項統計資料。其中「衡

山靈性成長量表」有六個層面，共計 30 題，「衡山幸福感量表」有六個層面，共計

33 題。 

研究於 2014 年 12 月至 2015 年 1 月進行正式問卷施測，將問卷透過此次研究之

機構發放，全省共計七個縣市之八個服務中心公佈問卷施測公告與進行各服務處集體

普查、網際網路線上問卷回收方式，計發出 1056 份問卷通知，回收 436 份，問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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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率 41.3%。其中經檢核、剔除填答不完全之無效問卷 12 份，計有效問卷 424 份，

問卷可用率 97.2%。 

表 3-3-4 衡山機構全省服務處會員人數與問卷回收一覽表 

 新北市 台北市 台中市 彰化縣 南投縣 高雄市 屏東縣 總計 

會員數 241 178 313 65 18 232 9 1056 人

回收數 76 57 173 35 13 74 8 436 份 

一、服務使用者使用靈性服務前後靈性成長量表之信效度分析 

「衡山靈性成長量表」共計有六個面向，包括「靈格提升～智慧湧現」、「活出意

義～超越逆境」、「與人締結～自利利他」、「靈性健康～身心和諧」、「明心見性～正確

信念」、「靈和相處～圓滿人生」，共計 30 題，整體信度 Cronbach’s α係數使用前為.916；

使用後為.943。量表因素分析之整體總解釋變異量使用前為 61.963%；使用後 65.421%。

表 3-3-5 為整體與分層量表的信效度分析。 

表 3-3-5 「衡山靈性成長量表」使用前與使用後之信效度分析表 

靈性成長面向 
使用前 使用後 

因素負荷量 Cronbach’s α值 因素負荷量 Cronbach’s α值 

靈格提升~智慧湧現 49.934% .745 57.093% .810 

活出意義~超越逆境 60.600% .870 62.434% .880 

與人締結~自利利他 51.666% .808 60.868% .870 

靈性健康~身心和諧 77.069% .900 79.236% .912 

明心見性~正確信念 67.459% .831 69.837% .845 

靈和相處~圓滿人生 69.582% .890 74.071% .912 

整體面向 61.963% .916 65.421% .943 

二、服務使用者使用靈性服務前後幸福感量表之信效度分析 

「衡山幸福感量表」共計有六個面向，包括「正向情緒」、「生活滿意」、「和諧人

際」、「身心健康」、「自我實現」、「幸福觀」，共計 33 題，整體信度 Cronbach’s α係

數使用前為.963；使用後為.971。量表因素分析之整體總解釋變異量使用前為 65.383%；

使用後 65.931%。表 3-3-6 為整體與分層量表的信效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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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6 「衡山幸福感量表」使用前與使用後之信效度分析表 

幸福感面向 
使用前 使用後 

因素負荷量 Cronbach’s α值 因素負荷量 Cronbach’s α值 

正向情緒 69.279% .910 72.213% .916 

生活滿意 67.204% .902 66.921% .900 

和諧人際 56.332% .882 63.536% .916 

身心健康 65.066% .819 69.392% .852 

自我實現 62.352% .877 67.526% .903 

幸福觀 78.943% .865 78.226% .860 

整體面向 65.383% .963 65.931% .971 

以上各表顯示「衡山靈性成長量表」、「衡山幸福感量表」整體與各分量表，使

用前與使用後均具有良好的內部一致性信度與建構效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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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本章之研究結果包括瞭解不同背景之服務使用者的靈性成長和幸福感於使用靈

性服務前後之差異，及靈性成長和幸福感的相關性，根據正式問卷調查資料與相關文

獻進行分析討論。本章共分為六節，其中第一節為服務使用者之描述性統計；第二節

探討不同背景變項的服務使用者使用靈性服務前後靈性成長的現況及差異分析；第三

節探討不同背景之服務使用者使用靈性服務前後幸福感的現況及差異分析；第四節探

討服務使用者之靈性成長與幸福感的相關情形；第五節探討不同背景變項和靈性服務

對靈性成長的預測分析；第六節探討靈性服務對幸福感的預測分析；第七節探討靈性

成長對幸福感之預測力。 

第一節 服務使用者之描述性統計 

一、受訪者基本特性 

此次調查對象為非營利組織衡山機構之會員，此部分描述受測對象之性別、年齡、

教育程度、婚姻狀況、子女狀況、經濟收入、宗教信仰、職業、擔任機構職務、會員

年資、每月接觸頻率之情形。在受訪者的性別方面，以女性稍多有 239 人，佔 56.6%，

男性有 183 人，佔 43.4%。受訪者年齡分布以「46 歲到 55 歲」為最多有 126 人，佔

29.9%；最少人數為「25 歲以下」有 17 人，佔 4%。若平均分析來訪民眾之年齡以「36

歲至 55 歲」為多數受訪民眾之年齡佔 58.2%。 

受訪者教育程度以以大學、研究所以上共有 264 人，佔 62.9%為最多；最少為「國

小(含)以下」有19人佔4.5%；受訪者婚姻狀況以「已婚有配偶」最多有251人佔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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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濟收入方面，以「20,001~40,000 元」為最多有 155 人佔 38.3%；因

「80,001~100,000 元」的背景變項數目較少，因此將「80,001~100,000 元」和「100,001

元(含)以上」合併計算變數為「80,001 元(含)以上」為 37 人佔 9.1%。本次研究之受

訪者在經濟收入方面以 40,000 元以下的收入者最多，有 259 人佔了整體之 64%。 

在宗教信仰方面，「無宗教信仰者」有 366 人佔 86.3%。在職業類別方面以「服

務業」最多有 106 人佔 25.4%。擔任機構職務方面，以擔任「志工」最多有 244 人佔

58.0%；其次為「無職務」有 132 人佔 31.4%；「約聘人員」有 11 人佔 2.6%；「職工」

有 34 人佔 8.1%，因約聘人員人數較少，因此將「約聘人員」和「職工」合併計算變

數「職工與約聘人員」有 45 人佔 10.6%。 

在加入機構年資方面，因變項「8~9 年」、「9~10 年」、「10 年以上」、「20 年以上」

的人數均較少，所以合併這四個變數為「8 年以上」計有 59 人佔 14.1%。每月接觸機

構頻率以「20 次以上」為最多有 144 人佔 34.2% (見表 4-1-1) 。 

 

 

 

 

 

 

 

 

 



 

94 

 

表 4-1-1 受訪者基本特性次數分配表 

變項 樣本數(%) 變項 樣本數(%) 

性別分佈 婚姻狀況 
    男 183(43.4%)     未婚 111(26.4%) 
    女 239(56.6%)     已婚有配偶 251(59.6%) 
  總和 422(100.0%)     同居 5(1.2%) 
  遺漏值 2     離婚或分居 31(7.4%) 
年齡分佈     喪偶 20(4.7%) 
    25 歲以下 17(4.0%)     其他 3(0.7%) 
    26~35 歲 52(12.4%)   總和 421(100.0%) 
    36~45 歲 119(28.3%)   遺漏值 3 
    46~55 歲 126(29.9%) 子女狀況 
    56~65 歲 86(20.4%)     有子女 149(35.1%) 
    66 歲以上 21(5.0%)     無子女 275(64.9%) 
  總和 421(100.0%)   總和 424(100.0%) 
  遺漏值 3   遺漏值 0 
◎年齡以 36 至 55 歲佔 58.2%為最多。 宗教信仰 
教育程度     有宗教信仰 58(13.7%) 
    國小(含)以下 19(4.5%)     無宗教信仰 366(86.3%) 
    國中 35(8.3%) ◎有宗教信仰者，道教為 31(53.4%)，佛教為

21(36.2%)，基督教與其他為 6(10.4%)。     高中(職) 102(24.3%) 
    大學(專) 204(48.6%)   總和 424(100.0%) 
    研究所(含)以上 60(14.3%)   遺漏值 0 
  總和 420(100.0%) 擔任機構職務 
  遺漏值 4     無職務 132(31.4%) 
◎教育程度以大學、研究所以上佔62.9%為最多。     志工   244(58.0%) 
職業類別     職工與約聘人員 45(10.6%) 
    學生 15(3.6%)   總和 421(100%) 
    軍/警/公營人員 19(4.5%)   遺漏值 3 
    文化/教育(教師) 23(5.5%) 加入機構年資  
    工業/商業 88(21.0%)     1 年以下 68(16.2%) 
    服務業 106(25.4%)     1~2 年 58(13.8%) 
    自由業 32(7.7%)     2~3 年 52(12.4%) 
    退休人員 37(8.9%)     3~4 年 34(8.1%) 
    家管 53(12.7%)     4~5 年 40(9.5%) 
    約聘僱/臨時人員 18(4.3%)     5~6 年 37(8.9%) 
    其他 27(6.4%)     6~7 年 37(8.9%) 
  總和 418(100.0%)     7~8 年 34(8.1%) 
  遺漏值 6     8 年以上 59(14.1%) 
經濟月收入   總和 419(100%) 
    10,000 元(含)以下 49(12.1%)   遺漏值 5 
    10,001~20,000 元 55(13.6%) 每月接觸頻率  
    20,001~40,000 元 155(38.3%)     5 次以下 30(7.1%) 
    40,001~60,000 元 78(19.3%)     5~10 次 51(12.1%) 
    60,001~80,000 元 31(7.6%)     11~15 次 104(24.7%) 
    80,001 元(含)以上 37(9.1%)     16~20 次 92(21.9%) 
  總和 405(100%)     20 次以上 144(34.2%) 
  遺漏值 19   總和 421(100%) 
◎經濟收入在 40000 元以下佔 64%為最多。   遺漏值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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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受訪者使用靈性服務項目之情況 

本研究調查受訪者參與靈性服務項目的現況，問卷調查結果顯示九項靈性服務項

目使用情形，詳見表 4-1-2。其中放鬆訓練使用比率最高為 98.8%，志願服務使用比

率最少為 92.2%。 

表 4-1-2 靈性服務項目使用次數分配表 

三、受訪者使用靈性服務項目之重要性與滿意度情況 

本研究以服務使用者參與靈性服務項目後，調查其自覺靈性服務項目之重要性與

滿意度，表 4-1-3 與表 4-1-4 為使用服務項目後重要性與滿意度次數分配表。調查結

果顯示重要性最高之服務項目為「降意識訓練」其次依序為「放鬆訓練」、「靈性科學

理論與課程」、「靜態、動態身心靈自我療癒課程」、「身心靈整合療法」、「心靈諮詢服

務」、「美好品格與靈性能量提升檢定」、「人際互動與靈性休閒」，最不重要的項目是

「志願服務」；而在滿意度的調查結果中，顯示滿意度最高之項目為「靈性科學理論

與課程」，其次依序為「放鬆訓練」、「靜態、動態身心靈自我療癒課程」、「降意識訓

練」、「心靈諮詢服務」、「身心靈整合療法」、「美好品格與靈性能量提升檢定」、「人際

互動與靈性休閒」，最不滿意的項目是「志願服務」。 

 

 

變項 

使用靈性項目情形 

有使用 無使用 總和 
遺漏值 

樣本數(%) 樣本(%) 樣本數(%) 

放鬆訓練 419(98.8%) 5(1.2%) 424(100.0%) 0 

降意識訓練 415(98.1%) 8(1.9%) 423(100.0%) 1 

靜態、動態身心靈自我療癒課程 410(97.9%) 9(2.1%) 419(100.0%) 5 

人際互動與靈性休閒 401(95.9%) 17(4.1%) 418(100.0%) 6 

志願服務 388(92.2%) 33(7.8%) 421(100.0%) 3 

美好品格與靈性能量提升檢定 395(93.8%) 26(6.2%) 421(100.0%) 3 

靈性科學理論與課程 410(97.4%) 11(2.6%) 421(100.0%) 3 

心靈諮詢服務 407(96.9%) 13(3.1%) 420(100.0%) 4 

身心靈整合療法 396(94.5%) 23(5.5%) 419(100.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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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靈性服務項目重要性次數分配表 

 

表 4-1-4 靈性服務項目滿意度次數分配表 

變項 
靈性服務項目使用之重要性 

非常不重要 不重要 重要 非常重要 無須填答 總和 遺漏值

樣本數(%) 樣本數(%) 樣本數(%) 樣本數(%) 樣本數(%) 樣本數(%) 樣本數(%)

放鬆訓練 
0 

(0%) 
5

(1.2%)
157

(37.2%)
255

(60.4%)
5 

(1.2%) 
422 

(100%) 
2

降意識訓練 
0 

(0%) 
1

(0.2%)
98

(23.4%)
311

(74.4%)
8 

(1.9%) 
418 

(100%) 
6

靜態、動態身心靈

自我療癒課程 
0 

(0%) 
2

(0.5%)
111

(27.2%)
286

(70.1%)
9 

(2.2%) 
408 

(100%) 
16

人際互動與靈性休

閒 
1 

(0.2%) 
10

(2.4%)
195

(47.7%)
186

(45.5%)
17 

(4.2%) 
409 

(100%) 
15

志願服務 
1 

(0.2%) 
4

(1.0%)
191

(46.1%)
185

(44.7%)
33 

(8.0%) 
414 

(100%) 
10

美好品格與靈性能

量提升之檢定 
0 

(0%) 
3

(0.7%)
127

(31.0%)
254

(62.0%)
26 

(6.3%) 
410 

(100%) 
14

靈性科學理論與課

程 
0 

(0%) 
2

(0.5%)
109

(26.5%)
289

 (70.3%)
11 

(2.7%) 
411 

(100%) 
13

心靈諮詢服務 
0 

(0%) 
3

(0.7%)
159

(38.7%)
236

(57.4%)
13 

(3.2%) 
411 

(100%) 
13

身心靈整合療法 
0 

(0%) 
0

(0%)
119

(29.0%)
268

(65.4%)
23 

(5.6%) 
410 

(100%) 
14

變項 
靈性服務項目使用之滿意度 

非常不滿意 不滿意 滿意 非常滿意 無須填答 總和 遺漏值

樣本數(%) 樣本數(%) 樣本數(%) 樣本數(%) 樣本數(%) 樣本數(%) 樣本數(%)

放鬆訓練 
1 

(0.2%) 
2

(0.5%)
224

(53.8%)
184

(44.2%)
5 

(1.2%) 
416 

(100%) 
8

降意識訓練 
2 

(0.5%) 
7

(1.7%)
187

(45.7%)
205

(50.1%)
8 

(2.0%) 
409 

(100%) 
15

靜態、動態身心靈

自我療癒課程 
0 

(0%) 
2

(0.5%)
185

(45.6%)
210

(51.7%)
9 

(2.2%) 
406 

(100%) 
18

人際互動與靈性休

閒 
0 

(0%) 
9

(2.3%)
240

(60.0%)
134

(33.5%)
17 

(4.2%) 
400 

(100%) 
24

志願服務 
0 

(0%) 
7

(1.7%)
218

(53.6%)
149

(36.6%)
33 

(8.1%) 
407 

(100%) 
17

美好品格與靈性能

量提升之檢定 
0 

(0%) 
12

(3.0%)
179

(45.2%)
179

(45.2%)
26 

(6.6%) 
396 

(100%) 
28

靈性科學理論與課

程 
0 

(0%) 
2

(0.5%)
160

(39.3%)
234

(57.5%)
11 

(2.7%) 
407 

(100%) 
17

心靈諮詢服務 
1 

(0.2%) 
16

(4.0%)
193

(48.0%)
179

(44.5%)
13 

(3.2%) 
402 

(100%) 
22

身心靈整合療法 
1 

(0.2%) 
8

(2.0%)
161

(40.4%)
206

(51.6%)
23 

(5.8%) 
399 

(100%)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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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針對靈性服務項目重要性與滿意度結果，以平均數之數據(表 4-1-5)繪出散

佈圖，並以表現程度分析法解釋其結果。九項靈性服務項目，重要性平均數結果中以

「降意識訓練」為最高 3.76，標準偏差為.436；最低為「人際互動與靈性休閒」3.44

標準偏差為.560。滿意度平均數結果中「靈性科學理論與課程」平均數最高為 3.59，

標準偏差為.503，最低為「人際互動與靈性休閒」3.33 標準偏差.517，所有重要性與

滿意度項目均屬中高程度。 

從圖 4-1-1 之散佈圖，顯示第一象限「保持良好作為」的項目有「靈性科學理論

與課程」、「靜態、動態身心靈自我療癒課程」、「身心靈整合療法」、「降意識訓練」表

示此四項服務項目可繼續保持其服務品質與策略，尚不需做改進與調整；第二象限為

「可能過度投入」此部分並無任何項目。第三象限為「暫時無需處理」此部分項目有

「放鬆訓練」、「心靈諮詢服務」、「志願服務」、「人際互動與靈性休閒」；第四象限為

「須努力處理問題」此部分項目有「美好品格與靈性能量提升之檢定」。 

表 4-1-5 靈性服務項目之重要性與滿意度平均數表 

變項 
重要性 滿意度 

樣本數 總和 平均數 標準差 樣本數 總和 平均數 標準差

放鬆訓練 417 1501 3.60 .515 411 1413 3.44 .521 

降意識訓練 410 1540 3.76 .436 401 1397 3.48 .562 

靜動態自我療癒課程 399 1481 3.71 .464 397 1399 3.52 .510 

人際互動與靈性休閒 392 1350 3.44 .560 383 1274 3.33 .517 

志願服務 381 1322 3.47 .535 374 1264 3.38 .523 

品格與能量檢定 384 1403 3.65 .493 370 1277 3.45 .560 

靈性科學理論與課程 400 1487 3.72 .462 396 1420 3.59 .503 

心靈諮詢服務 398 1427 3.59 .508 389 1328 3.41 .584 

身心靈整合療法 387 1429 3.69 .462 376 1324 3.52 .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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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 靈性服務項目之重要性與滿意度散佈圖 

 

就下表 4-1-6 至表 4-1-8，以平均數分析不同背景變項之使用者自覺靈性服務項目

之最重要、最不重要與最滿意、最不滿意的情況；我們可以發現不同背景變項的族群，

對於靈性服務有不同之需求，因此從分析中我們可以瞭解不同族群所重視的服務項目

為何？例如：九項靈性服務中女性比男性均認為重要，但在靜態、動態之身心靈自我

療癒課程和靈性科學理論與課程兩項，男性比女性自覺較滿意。 

就年齡變項，年紀 66 歲以上之族群在放鬆訓練、降意識訓練、靜態、動態之身

心靈自我療癒課程、美好品格與靈性能量提升之檢定、靈性科學理論與課程、心靈諮

詢服務、身心靈整合調理等項目感到最不重要、最不滿意。 

就教育程度變項，研究所以上族群對降意識訓練、靜態、動態之身心靈自我療癒

課程、靈性科學理論與課程此三個靈性服務項目感到最重要也最滿意；對放鬆訓練、

志願服務、身心靈整合調理感到最重要；對美好品格與靈性能量提升之檢定感到最滿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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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狀況背景變項中，離婚或分居之族群對降意識訓練、靜態、動態之身心靈自

我療癒課程、美好品格與靈性能量提升之檢定、心靈諮詢服務感到最滿意；同居之族

群對志願服務、身心靈整合調理感到最重要又最滿意；對人際互動與靈性休閒、美好

品格與靈性能量提升之檢定、靈性科學理論與課程、心靈諮詢服務感到最重要。而未

婚族群對放鬆訓練、降意識訓練、人際互動與靈性休閒、志願服務、美好品格與靈性

能量提升之檢定、心靈諮詢服務、身心靈整合調理均感到最不滿意。 

表 4-1-6 靈性服務項目使用者背景變項之重要性與滿意度平均數分析表(一) 

靈 性 服 務 
項 目 

重要/滿意
背景變項 

性別 年齡 教育程度 婚姻狀況 

1.放鬆訓練 

最重要 女(3.63) 25 歲以下(3.63) 研究所(含)以上(3.68) 已婚有配偶(3.62) 
最不重要 男(3.56) 66 歲以上(3.48) 國小(含)以下(3.44) 未婚、喪偶(3.55) 
最滿意 女(3.48) 56~65 歲(3.54) 高中(職)(3.53) 同居(3.60) 
最不滿意 男(3.39) 66 歲以上(3.29) 國小(含)以下、大學(專) (3.39) 未婚(3.34) 

2.降意識訓
練 

最重要 女(3.78) 36~45 歲(3.77) 研究所(含)以上(3.80) 已婚有配偶(3.79) 
最不重要 男(3.72) 25 歲以下(3.62) 大學(專)(3.73) 同居(3.60) 
最滿意 女(3.51) 56~65 歲(3.58) 研究所(含)以上(3.59) 離婚或分居(3.55) 
最不滿意 男(3.45) 66 歲以上(3.35) 國小(含)以下(3.33) 未婚(3.45) 

3.靜態、動態
之身心靈自
我療癒課程 

最重要 女(3.73) 26~35 歲(3.76) 研究所(含)以上(3.90) 已婚有配偶(3.73) 
最不重要 男(3.68) 66 歲以上(3.50) 國小(含)以下(3.50) 喪偶(3.59) 
最滿意 男(3.54) 56~65 歲(3.62) 研究所(含)以上(3.67) 離婚或分居(3.57) 
最不滿意 女(3.51) 66 歲以上(3.43) 國小(含)以下(3.39) 同居(3.40) 

4.人際互動
與靈性休閒 

最重要 女(3.49) 46~55 歲(3.49) 國中(3.52) 同居(3.60) 
最不重要 男(3.37) 66 歲以上(3.30) 高中(職)(3.40) 未婚(3.39) 
最滿意 女(3.36) 56~65 歲(3.36) 高中(職)(3.38) 喪偶(3.48) 
最不滿意 男(3.28) 26~35 歲(3.26) 國小(含)以下、大學(專) (3.28) 未婚(3.22) 

5.志願服務 

最重要 女(3.50) 26~35 歲、56~65 歲(3.47) 高中(職)、研究所(含)以上(3.53) 同居(3.75) 
最不重要 男(3.42) 25 歲以下(3.36) 國中(3.35) 喪偶(3.26) 
最滿意 女(3.40) 56~65 歲(3.47) 國小(含)以下(3.53) 同居(3.75) 
最不滿意 男(3.36) 36~45 歲(3.29) 國中(3.28) 未婚(3.32) 

6.美好品格
與靈性能量
提升之檢定 

最重要 女(3.69) 56~65 歲(3.71) 國中(3.69) 同居(4.00) 
最不重要 男(3.61) 66 歲以上(3.61) 國小(含)以下(3.50) 喪偶(3.57) 
最滿意 女(3.46) 56~65 歲(3.51) 研究所(含)以上(3.54) 離婚或分居(3.59) 
最不滿意 男(3.44) 36~45 歲(3.40) 國小(含)以下(3.39) 未婚(3.37) 

7.靈性科學
理論與課程 

最重要 女(3.73) 26~35 歲(3.86) 研究所(含)以上(3.92) 同居(4.00) 
最不重要 男(3.70) 66 歲以上(3.42) 國小(含)以下(3.39) 喪偶(3.52) 
最滿意 男(3.59) 26~35 歲(3.69) 研究所(含)以上(3.63) 離婚或分居(3.66) 
最不滿意 女(3.58) 66 歲以上(3.32) 國小(含)以下(3.39) 同居(3.40) 

8.心靈諮詢
服務 

最重要 女(3.63) 26~35 歲(3.72) 高中(職)(3.67) 同居(3.80) 
最不重要 男(3.53) 66 歲以上(3.35) 國小(含)以下(3.39) 未婚、喪偶(3.55) 
最滿意 女(3.42) 56~65 歲(3.50) 高中(職)(3.49) 離婚或分居(3.52) 
最不滿意 男(3.40) 25 歲以下(3.31) 國小(含)以下(3.22) 未婚(3.29) 

9.身心靈整
合調理 

最重要 女(3.72) 26~35 歲(3.81) 研究所(含)以上(3.79) 同居(3.80) 
最不重要 男(3.65) 66 歲以上(3.42) 國小(含)以下(3.53) 喪偶(3.59) 
最滿意 女(3.54) 56~65 歲(3.66) 高中(職)(3.65) 同居(3.60) 
最不滿意 男(3.50) 66 歲以上(3.39) 國中(3.43) 未婚(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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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無子女背景變項，有子女之服務使用者對放鬆訓練、降意識訓練、靜態、動

態之身心靈自我療癒課程、人際互動與靈性休閒、志願服務、美好品格與靈性能量提

升之檢定等項目感到最重要最滿意。無子女者對靈性科學理論與課程感到最重要也最

滿意。從分析中顯見有子女者對靈性服務之滿意度高於無子女者。 

在經濟收入方面，每月經濟收入 1 萬元以下之族群對靜態、動態之身心靈自我療

癒課程、人際互動與靈性休閒、美好品格與靈性能量提升之檢定、靈性科學理論與課

程感到最不重要最不滿意；每月經濟收入 8 萬元元以上之族群，對心靈諮詢服務感到

最不重要與最不滿意。從分析中顯現經濟收入低者對靈性服務項目均感到最不重要與

最不滿意，顯見其對靈性之需求與重視程度較低。而經濟收入較高之使用者對於靈性

服務的重視與滿意度均較收入較低者為高，顯見其靈性成長動機較強。 

宗教信仰變項中，無宗教信仰族群均較有宗教信仰者自覺對靈性服務感到最重要

與最滿意，惟在人際互動與靈性休閒項目，有宗教信仰者比無宗教信仰者認為較重要，

顯見有宗教信仰者較關注人際互動與靈性休閒功能；而在其他提升靈性內涵較多的項

目均是無宗教信仰者認為較重要與滿意，因此無宗教者對靈性提升之需求動機較強

烈。 

就職業變項，自由業對放鬆訓練、靜態、動態之身心靈自我療癒課程、人際互動

與靈性休閒、靈性科學理論與課程、心靈諮詢服務、身心靈整合調理感到最重要，退

休人員對美好品格與靈性能量提升之檢定感到最重要也最滿意；從事軍警、公營、公

務人員對志願服務感到最不重要亦最不滿意；而從事工業、商業之使用者對美好品格

與靈性能量提升之檢定感到最不重要、最不滿意。因此從分析中得知，自由業對於靈

性服務較為重視；而從事軍警、公營、公務人員之使用者對於靜態、動態之身心靈自

我療癒課程、志願服務、靈性科學理論與課程感到不滿意，應予以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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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7 靈性服務項目使用者背景變項之重要性與滿意度平均數分析表(二) 

就擔任機構職務變項，顯示擔任職工與約聘職工族群自覺對九項靈性服務項目是

最重要又最滿意，惟美好品格與靈性能量提升之檢定為志工認為最重要；且志工族群

自覺靈性科學理論與課程、心靈諮詢服務兩項服務項目最不重要亦不滿意。年資變項

顯示年資 1 年以下之族群自覺美好品格與靈性能量提升之檢定項目為最重要也最滿

意；年資 7~8 年族群對放鬆訓練、靜態、動態之身心靈自我療癒課程、人際互動與靈

性休閒、志願服務和 8 年以上族群對靈性科學理論與課程自覺最不滿意。 

靈 性 服 務 
項 目 

重要/滿意
背景變項 

子女狀況 經濟收入 宗教信仰 職業 

放鬆訓練 

最重要 有子女(3.62) 6~8 萬(3.71) 無(3.61) 自由業、退休人員(3.68) 
最不重要 無子女(3.55) 1 萬以下(3.51) 有(3.55) 工業/商業(3.49) 
最滿意 有子女(3.48) 2~4 萬(3.47) 無(3.45) 自由業(3.58) 
最不滿意 無子女(3.35) 1~2 萬(3.35) 有(3.38) 約聘雇/臨時人員(3.22) 

降意識訓練 

最重要 有子女(3.77) 1~2 萬、2~4 萬(3.81) 無(3.76) 退休人員(3.86) 
最不重要 無子女(3.73) 1 萬以下(3.60) 有(3.70) 約聘雇/臨時人員(3.61) 
最滿意 有子女(3.49) 8 萬以上(3.58) 無(3.49) 服務業(3.55) 
最不滿意 無子女(3.47) 6~8 萬(3.40) 有(3.46) 文化/教育/教師(3.38) 

靜態、動態
之身心靈自
我療癒課程 

最重要 無子女(3.73) 6~8 萬(3.77) 無(3.73) 自由業(3.85) 
最不重要 有子女(3.70) 1 萬以下(3.68) 有(3.58) 家管(3.65) 
最滿意 有子女(3.54) 4~6 萬(3.58) 無(3.54) 軍警公營公務人員(3.58) 
最不滿意 無子女(3.49) 1 萬以下、1~2 萬(3.47) 有(3.42) 約聘雇/臨時人員(3.39) 

人際互動與
靈性休閒 

最重要 有子女(3.47) 6~8 萬(3.52) 有(3.47) 自由業(3.61) 
最不重要 無子女(3.40) 1 萬以下(3.31) 無(3.44) 學生(3.15) 
最滿意 有子女(3.38) 4~6 萬(3.37) 有(3.46) 家管(3.46) 
最不滿意 無子女(3.23) 1 萬以下(3.27) 無(3.32) 約聘雇/臨時人員(3.17) 

志願服務 

最重要 有子女(3.50) 2~4 萬、6~8 萬(3.55) 無(3.49) 服務業、退休人員(3.57) 
最不重要 無子女(3.41) 1 萬以下(3.35) 有(3.31) 軍警公營公務人員(3.06) 
最滿意 有子女(3.41) 1 萬以下、6~8 萬(3.40) 有(3.39) 自由業(3.48) 
最不滿意 無子女(3.33) 4~6 萬(3.33) 無(3.38) 軍警公營公務人員(3.24) 

美好品格與
靈性能量提
升之檢定 

最重要 有子女(3.66) 6~8 萬(3.77) 無(3.66) 退休人員(3.82) 
最不重要 無子女(3.65) 1 萬以下(3.56) 有(3.64) 工業/商業(3.55) 
最滿意 有子女(3.48) 4~6 萬(3.50) 有(3.50) 退休人員(3.59) 
最不滿意 無子女(3.40) 1 萬以下(3.36) 無(3.45) 工業/商業(3.33) 

靈性科學理
論與課程 

最重要 無子女(3.74) 2~4 萬(3.80) 無(3.73) 自由業(3.80) 
最不重要 有子女(3.70) 1 萬以下(3.54) 有(3.65) 家管(3.56) 
最滿意 無子女(3.59) 2~4 萬、4~6 萬(3.62) 有(3.60) 軍警公營公務人員(3.74) 
最不滿意 有子女(3.59) 1 萬以下、6~8 萬(3.52) 無(3.58) 學生(3.46) 

心靈諮詢 
服務 

最重要 無子女(3.59) 1~2 萬(3.65) 無(3.59) 自由業(3.74) 
最不重要 有子女(3.58) 8 萬以上(3.46) 有(3.53) 工業/商業(3.46) 
最滿意 有子女(3.46) 4~6 萬(3.46) 有(3.53) 退休人員(3.66) 
最不滿意 無子女(3.33) 8 萬以上(3.34) 無(3.40) 約聘雇/臨時人員(3.22) 

身心靈整合
調理 

最重要 無子女(3.71) 2~4 萬(3.77) 無(3.70) 自由業(3.81) 
最不重要 有子女(3.68) 1 萬以下(3.59) 有(3.62) 其他(3.58) 
最滿意 有子女(3.54) 2~4 萬(3.57) 有(3.55) 自由業(3.63) 
最不滿意 無子女(3.49) 8 萬以上(3.41) 無(3.52) 其他(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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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每月接觸頻率變項，顯示每月接觸頻率 5 次以下之族群，對放鬆訓練、降意識

訓練、靜態、動態之身心靈自我療癒課程、志願服務、美好品格與靈性能量提升之檢

定、心靈諮詢服務等靈性服務項目感到最不重要也最不滿意。 

因此從分析中得知，對靈性服務最重視的族群為擔任職工、年資越久、接觸頻率

越多的使用者，顯見對靈性重視的動機與需求較強烈。因此從各表中發現不同族群對

於靈性成長的需求不同，因此靈性成長的狀況也因人而異。 

表 4-1-8 靈性服務項目與使用者背景變項重要性與滿意度平均數分析表(三) 

 

靈 性 服 務 
項 目 

重要/滿意
背景變項 

擔任職務 會員年資 接觸頻率 

放鬆訓練 

最重要 職工與約聘至職工(3.67) 4~5 年(3.69) 20 次以上(3.65) 
最不重要 無職務(3.57) 5~6 年(3.49) 5 次以下(3.48) 
最滿意 職工與約聘至職工(3.51) 8 年以上(3.53) 20 次以上(3.52) 
最不滿意 無職務(3.38) 7~8 年(3.34) 5 次以下(3.22) 

降意識訓練 

最重要 職工與約聘至職工(3.82) 2~3 年(3.80) 20 次以上(3.81) 
最不重要 無職務(3.69) 5~6 年(3.68) 5 次以下(3.67) 
最滿意 職工與約聘至職工(3.61) 8 年以上(3.64) 20 次以上(3.56) 
最不滿意 無職務(3.39) 2~3 年(3.41) 5 次以下(3.33) 

靜態、動態
之身心靈自
我療癒課程 

最重要 職工與約聘至職工(3.82) 8 年以上(3.79) 20 次以上(3.74) 
最不重要 無職務(3.66) 1 年以下、3~4 年(3.64) 5 次以下(3.56) 
最滿意 職工與約聘至職工(3.64) 5~6 年(3.62) 20 次以上(3.56) 
最不滿意 無職務(3.46) 7~8 年(3.31) 5 次以下(3.44) 

人際互動與
靈性休閒 

最重要 職工與約聘至職工(3.48) 8 年以上(3.56) 20 次以上(3.50) 
最不重要 無職務(3.41) 2~3 年(3.40) 11~15 次以下(3.37) 
最滿意 職工與約聘至職工(3.36) 8 年以上(3.42) 5~10 次、20 次以上(3.37)
最不滿意 志工(3.31) 7~8 年(3.22) 5 次以下(3.25) 

志願服務 

最重要 職工與約聘至職工(3.64) 6~7 年(3.59) 5~10 次(3.50) 
最不重要 無職務(3.35) 3~4 年(3.37) 5 次以下(3.24) 
最滿意 職工與約聘至職工(3.41) 1 年以下(3.60) 5~10 次、16~20 次(3.45) 
最不滿意 無職務(3.32) 7~8 年(3.19) 5 次以下(3.26) 

美好品格與
靈性能量提
升之檢定 

最重要 志工(3.67) 1 年以下(3.72) 16~20 次(3.69) 
最不重要 無職務(3.60) 4~5 年、7~8 年(3.53) 5 次以下(3.50) 
最滿意 職工與約聘至職工(3.57) 1 年以下(3.65) 20 次以上(3.62) 
最不滿意 無職務(3.42) 1~2 年、6~7 年(3.32) 5 次以下(3.33) 

靈性科學理
論與課程 

最重要 職工與約聘至職工(3.82) 1~2 年(3.76) 20 次以上(3.74) 
最不重要 志工(3.70) 2~3 年(3.69) 5 次以下(3.63) 
最滿意 職工與約聘至職工(3.66) 1 年以下、3~4 年、5~6 年(3.66) 5~10 次(3.67) 
最不滿意 志工(3.57) 2~3 年、4~5 年、8 年以上(3.54) 11~15 次(3.50) 

心靈諮詢 
服務 

最重要 職工與約聘至職工(3.64) 3~4 年(3.68) 5~10 次(3.60) 
最不重要 志工(3.54) 7~8 年(3.47) 5 次以下(3.57) 
最滿意 職工與約聘至職工(3.50) 1 年以下(3.56) 16~20 次(3.45) 
最不滿意 志工(3.38) 6~7 年(3.21) 5 次以下(3.22) 

身心靈整合
調理 

最重要 職工與約聘至職工(3.79) 3~4 年(3.81) 5 次以下(3.73) 
最不重要 志工(3.67) 6~7 年(3.51) 5~10 次(3.63) 
最滿意 職工與約聘至職工(3.69) 8 年以上(3.63) 20 次以上(3.56) 
最不滿意 無職務(3.47) 6~7 年(3.38) 11~15 次(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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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受訪者使用靈性服務項目前後自覺靈性狀態情形 

 此部分描述受訪者使用九項靈性服務項目前後對於自身靈性狀態的改變情形，

藉此得知使用前和使用後是否有所差異，從表 4-1-9 可以得知，受訪者在使用靈性項

目後，填答改善成為好和非常好的項目以「放鬆訓練」最多，人數有 405 人，佔 96%，

改善最少的為「志願服務」，人數有 367 人，佔 88.9%。調查結果藉由靈性服務項目

平均數之差異得知，使用前後改變最大的服務項目為「降意識訓練」使用後平均數提

升 1.28；使用平均數提升最少為 0.77「人際互動與靈性休閒」(見表 4-1-10)。因此靈

性服務項目中與靈性科學內涵相關較多的項目，對於靈性狀態之改善較為顯著。 

表 4-1-9 靈性服務使用前後靈性狀態次數分配表 

變項 
靈性服務項目使用前後情形狀態 

非常不好 不好 好 非常好 不需填答 總和 遺漏
值 樣本數(%) 樣本數(%) 樣本數(%) 樣本數(%) 樣本數(%) 樣本數(%) 

放鬆訓練 
使用前 

69 
(16.4%) 

227 
(53.8%) 

103 
(24.4%) 

18 
(4.3%) 

5 
(1.2%) 

422 
(100%) 

2 

使用後 
1 
(0.2%) 

11 
(2.6%) 

262 
(62.1%) 

143 
(33.9%) 

5 
(1.2%) 

422 
(100%) 

2 

降意識訓練 
使用前 

83 
(20.0%) 

222 
(53.4%) 

83 
(20.0%) 

20 
(4.8%) 

8 
(1.9%) 

416 
(100%) 

8 

使用後 
2 
(0.5%) 

7 
(1.7%) 

234 
(56.3%) 

165 
(39.7%) 

8 
(1.9%) 

416 
(100%) 

8 

靜態、動態身心靈

自我療癒課程 

使用前 
65 
(15.9%) 

218 
(53.3%) 

100 
(24.4%) 

17 
(4.2%) 

9 
(2.2%) 

409 
(100%) 

15 

使用後 
0 
(0%) 

7 
(1.7%) 

215 
(52.6%) 

178 
(43.5%) 

9 
(2.2%) 

409 
(100%) 

15 

人際互動與靈性

休閒 

使用前 
21 
(5.2%) 

168 
(41.3%) 

181 
(44.5%) 

20 
(4.9%) 

17 
(4.2%) 

407 
(100%) 

17 

使用後 
1 
(0.2%) 

13 
(3.2%) 

255 
(62.2%) 

124 
(30.2%) 

17 
(4.2%) 

410 
(100%) 

14 

志願服務 
使用前 

24 
(5.9%) 

174 
(42.5%) 

153 
(37.4%) 

25 
(6.1%) 

33 
(8.1%) 

409 
(100%) 

15 

使用後 
0 
(0%) 

13 
(3.1%) 

231 
(56.0%) 

136 
(32.9%) 

33 
(8.0%) 

414 
(100%) 

10 

美好品格與靈性

能量提升之檢定 

使用前 
45 
(11.1%) 

209 
(51.4%) 

106 
(26%) 

21 
(5.2%) 

26 
(6.4%) 

407 
(100%) 

17 

使用後 
0 
(0%) 

11 
(2.7%) 

242 
(59%) 

131 
(32%) 

26 
(6.3%) 

410 
(100%) 

14 

靈性科學理論與

課程 

使用前 
67 
(16.3%) 

194 
(47.3%) 

115 
(28.0%) 

23 
(5.6%) 

11 
(2.7%) 

410 
(100%) 

14 

使用後 
0 
(0%) 

6 
(1.5%) 

202 
(49.0%) 

193 
(46.8%) 

11 
(2.7%) 

412 
(10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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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0 靈性服務使用前後平均數差異 

變項 
靈性狀態 

使用前 使用後 差異 

放鬆訓練 2.17 3.31 +1.14 
降意識訓練 2.10 3.38 +1.28 
靜態、動態身心靈自我療癒課程 2.17 3.43 +1.26 
人際互動與靈性休閒 2.51 3.28 +0.77 
志願服務 2.48 3.32 +0.84 
美好品格與靈性能量提升之檢定 2.27 3.31 +1.04 
靈性科學理論與課程 2.24 3.47 +1.23 
心靈諮詢服務 2.26 3.33 +1.04 
身心靈整合療法 2.21 3.41 +1.20 

由下表 4-1-11 得知服務使用者在使用九項靈性服務項目後，在靈性狀態上的變

化情形，以 Z 檢定進行分析，顯示放鬆訓練(Z=-16.401，p<.001)、降意識訓練(Z=-16.447，

p<.001)、靜態、動態身心靈自我療癒課程(Z=-16.123，p<.001)、人際互動與靈性休閒

(Z=-14.233，p<.001)、志願服務(Z=-14.171，p<.001)、美好品格與靈性能量提升之檢

定(Z=-15.250，p<.001)、靈性科學理論與課程(Z=-15.619，p<.001)、心靈諮詢服務

(Z=-15.628，p<.001)、身心靈整合療法(Z=-15.407，p<.001)等項目使用後之差異均達

顯著，顯示服務使用者使用此九項靈性服務之後，其靈性狀態均有顯著之提升。 

表 4-1-11 靈性服務項目使用前後靈性狀態變化情形 

心靈諮詢服務 
使用前 

46 
(11.2%) 

222 
(54.3%) 

109 
(26.7%) 

19 
(4.6%) 

13 
(3.2%) 

409 
(100%) 

15 

使用後 
1 
(0.2%) 

7 
(1.7%) 

252 
(61.0%) 

140 
(33.9%) 

13 
(3.1%) 

413 
(100%) 

11 

身心靈整合療法 
使用前 

58 
(14.3%) 

208 
(51.1%) 

96 
(23.6%) 

22 
(5.4%) 

23 
(5.7%) 

407 
(100%) 

17 

使用後 
0 
(0%) 

9 
(2.2%) 

210 
(51.1%) 

169 
(41.1%) 

23 
(5.6%) 

411 
(100%) 

13 

靈性服務使用項目 個數 等級平均數 等級總和 Z 檢定 漸進顯著性(雙尾) 

放鬆訓練 

負等級 2 110.00 220.00 

-16.401*** .000 
正等級 335 169.35 56733.00 

等值結 80   

總和 417   

降 意 識 訓

練 

負等級 6 105.00 630.00 

-16.447*** .000 
正等級 347 178.24 61851.00 

等值結 54   

總和 407   

靜態、動態 負等級 2 174.25 348.50 -16.123***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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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負等級：使用靈性服務後的靈性狀態<使用靈性服務前的靈性狀態 
註 1：正等級：使用靈性服務後的靈性狀態>使用靈性服務前的靈性狀態 
註 1：等值結：使用靈性服務後的靈性狀態=使用靈性服務前的靈性狀態 
註 2：* p<.05  ** p<.01  ***p<.001 

五、受訪者使用靈性服務項目前後靈性成長變化情形 

表 4-1-12 顯示使用者於使用靈性服務項目前後各面向之差異，以及「整體滿意

度與未來性」11 道題項之同意程度。本研究之「衡山靈性成長量表」採李克特四點

量表，每題最高 4 分，最低 1 分，使用靈性服務項目後總分在 30~120 分之間。將「衡

山靈性成長量表」總分 30~120 分成狀態為低得分組(30 至 60 分)顯示為不良、中得分

組(61 至 90 分)顯示為普通、高得分組(91 至 120 分)顯示成長狀態優良，研究對象的

靈性成長狀態由使用前(M=79.74)普通狀態，於使用後(M=97.32)成長為優良狀態，在

身 心 靈 自

我 療 癒 課

程 

正等級 332 167.46 55596.50 

等值結 62   

總和 396   

人 際 互 動

與 靈 性 休

閒 

負等級 8 123.44 987.50 

-14.233*** .000 
正等級 254 131.75 33465.50 

等值結 128   

總和 390   

志願服務 

負等級 6 97.00 582.00 

-14.171*** .000 
正等級 250 129.26 32314.00 

等值結 120   

總和 376   

美 好 品 格

與 靈 性 能

量 提 升 之

檢定 

負等級 6 104.50 627.00 

-15.250*** .000 
正等級 293 150.93 44223.00 

等值結 81   

總和 380   

靈 性 科 學

理 論 與 課

程 

負等級 4 88.50 354.00 

-15.619*** .000 
正等級 313 159.90 50049.00 

等值結 80   

總和 397   

心靈諮詢 

服務 

負等級 3 104.00 312.00 

-15.628*** .000 
正等級 304 154.49 46966.00 

等值結 89   

總和 396   

身 心 靈 整

合療法 

負等級 3 89.50 268.50 

-15.407*** .000 
正等級 302 153.63 46396.50 

等值結 79   

總和 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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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心見性~正確信念層面為反向題差異為負向，各層面使用前後均有顯著成長。問卷

結果顯示，受訪者自覺靈性狀態於靈性服務使用後皆較使用靈性服務前大幅成長。  

表 4-1-12 使用靈性服務前後靈性成長各面向之差異變化 

靈性成長面向 使用前 使用後 差異 

靈格提升~智慧湧現 12.40 16.77 +4.37 
活出意義~超越逆境 15.27 20.53 +5.26 
與人締結~自利利他 17.11 20.84 +3.73 
靈性健康~身心和諧 10.32 14.26 +3.94 
明心見性~正確信念 10.81 7.02 -3.79 
靈和相處~圓滿人生 13.83 17.90 +4.07 

整體 30 題 79.74 97.32 +17.58 

表 4-1-13 顯示受訪者在「整體滿意度與未來性」的題項中，同意程度最高的為

「我認為靈性服務應該推廣到社會各個層面。」有 421 人，佔 99.8%，其次為「我認

為靈性服務可以幫助社會上更多人獲得幸福。」有 418 人，佔 99%。從上述結果得知

參與靈性服務後有百分之九十以上之受測者均認為靈性服務可以幫助社會上更多人

獲得幸福，因此應該推廣到社會各層面，讓更多人受惠。 

表 4-1-13 整體滿意度與未來性次數分配表 

題項 
整體滿意度與未來性同意程度 

非常 
不同意 

不同意 同意 
非常 
同意 

總和 
遺漏

值 
平均

數 
標準

偏差

整體而言，參與靈性服

務後我的情緒變好了。

0 
(0%) 

5 
(1.2%) 

182 
(43.3%)

233 
(55.5%) 

420 
(100%) 

4 3.54 .522

整體而言，參與靈性服

務後我很滿意我的生

活。 

0 
(0%) 

19 
(4.5%) 

215 
(51.2%)

186 
(44.3%) 

420 
(100%) 

4 3.40 .575

整體而言，參與靈性服

務後我的人際關係更

和諧。 

1 
(0.2%) 

21 
(5.0%) 

201 
(47.7%)

198 
(47.0%) 

421 
(100%) 

3 3.42 .598

整體而言，參與靈性服

務後我更有創造力。 
1 
(0.2%) 

47 
(11.2%) 

206 
(49.0%)

166 
(39.5%) 

420 
(100%) 

4 3.28 .663

整體而言，參與靈性服

務後我會思考並規劃

自己的人生。 

1 
(0.2%) 

15 
(3.6%) 

193 
(46.0%)

211 
(50.2%) 

420 
(100%) 

4 3.46 .579

整體而言，參與靈性服

務後我的生命變得很

有意義。 

0 
(0%) 

12 
(2.9%) 

183 
(43.6%)

225 
(53.6%) 

420 
(100%) 

4 3.51 .555

整體而言，參與靈性服

務後我更幸福了。 
0 
(0%) 

14 
(3.3%) 

183 
(43.6%)

223 
(53.1%) 

420 
(100%) 

4 3.50 .563

我認為靈性服務應該

推廣到社會各個層面。

0 
(0%) 

1 
(0.2%) 

130 
(30.8%)

291 
(69.0%) 

422 
(100%) 

2 3.69 .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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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受訪者自覺影響靈性成長因素之情況 

此部分描述參加靈性服務後受訪者對於影響靈性成長的因素排序，其中認為影響

靈性成長最重要因素，排序第一為「認知與觀念」有 160 人，佔 37.7%，依次為「情

緒管理」有 105 人，佔 25%；「人格特質」有 87 人，佔 20.7%；其中認為最不重要的

因素為「命運」的有 281 人，佔 66.7%。若依平均數排序重要程度，影響靈性成長的

因素由重要至最不重要分別為：「情緒管理」、「認知與觀念」、「人格特質」、「疾病」、

「壓力與挫敗」、「人際關係」、「經濟狀態」、「命運」。 

因此從表 4-1-14 可以得知影響靈性成長的因素為「認知與觀念」、「情緒管理」

和「人格特質」，此三項對靈性提升有相當重要的關係。 

表 4-1-14 影響靈性成長因素排序次數分配表 

影響因素 1.最重要(%) 8.最不重要(%) 遺漏值 樣本數(總和) (平均數) 

人格特質 87(20.7%) 5(1.2%) 3 421  (1306)  (3.10) 

情緒管理 105(25.0%) 1(0.2%) 4 420  (1129)  (2.69) 

疾病 41(9.7%) 29(6.8%) 3 421  (2008)  (4.77) 

經濟狀態 17(4%) 48(11.4%) 4 420  (2331)  (5.55) 

命運 6(1.4%) 281(66.7%) 3 421  (2996)  (7.12) 

壓力與挫敗 6(1.4%) 19(4.5%) 3 421  (2021)  (4.80) 

認知與觀念 160(37.7%) 10(2.4%) 3 421  (1151)  (2.73) 

人際關係 17(4.0%) 25(5.9%) 3 421  (2103)  (5.00) 

七、受訪者使用靈性服務項目前後幸福感變化情形 

表 4-1-15 描述受訪者填答使用靈性服務項目前後，幸福感各面向之差異，及「整

體靈性與幸福感」2 道題項之同意程度。 

我認為靈性服務可以

幫助社會上更多人獲

得幸福。 

0 
(0%) 

4 
(0.9%) 

120 
(28.4%)

298 
(70.6%) 

422 
(100%) 

2 3.70 .480 

我樂於推薦親朋好友

來使用靈性服務。 
0 
(0%) 

6 
(1.4%) 

170 
(40.3%)

246 
(58.3%) 

422 
(100%) 

2 3.57 .524 

我願意捐款推廣靈性

服務來幫助更多人恢

復身心靈健康。 

2 
(0.5%) 

4 
(0.9%) 

183 
(43.4%)

233 
(55.2%) 

422 
(100%) 

2 3.53 .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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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之「衡山幸福感量表」採李克特四點量表，每題最高 4 分，最低 1 分，使

用靈性服務項目後總分在 33~132 分之間。將「衡山幸福感量表」總分 33~132 分成狀

態為低得分組(33 至 65 分)顯示為不良、中得分組(66 至 99 分)顯示為普通、高得分組

(100 至 132 分)顯示為幸福感狀態為優，研究對象的幸福感狀態由使用前(M=82.68)

普通狀態，使用後(M=107.10)成長為優良狀態，因此受訪者自覺使用靈性服務後幸福

感皆較參加服務前好且幸福感有所提升。 

表 4-1-15 使用靈性服務前後幸福感之差異變化 

幸福感面向 使用前 使用後 差異 

正向情緒 14.18 19.80 +5.62 

生活滿意 13.84 18.29 +4.45 

和諧人際 21.21 26.09 +4.88 

身心健康 9.21 12.57 +3.36 

自我實現 15.58 19.55 +3.97 

幸福觀 8.66 10.80 +2.14 

整體 33 題 82.68 107.1 24.42 

表 4-1-16 顯示受訪者在「整體靈性與幸福感」的二道題項中，其平均數為 3.68

與 3.62。同意程度「整體而言，我認為靈性與幸福感有關聯性。」有 417 人，佔 98.8%；

「整體而言，我認為靈性能量提升後會更幸福。」有 415 人，佔 98.3%。從上述結果

得知參與靈性服務後有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的受訪者認為靈性與幸福感有關聯，且靈性

能量提升會更幸福。 

表 4-1-16 整體靈性與幸福感次數分配表 

 

 

題項 

整體靈性與幸福感同意程度 

非常 

不同意 
不同意 同意 

非常 

同意 
總和 

遺漏

值 

平均

數 

標準

偏差

整體而言，我認為靈性

與幸福感有關聯性。 

0 

(0%) 

5 

(1.2%) 

152 

(36.0%) 

265 

(62.8%) 

422 

(100%)
2 3.62 .511 

整體而言，我認為靈性

能量提升後會更幸福。 

1 

(0.2%) 

6 

(1.4%) 

119 

(28.2%) 

296 

(70.1%) 

422 

(100%)
2 3.68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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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受訪者自覺影響幸福感因素之情況 

表 4-1-17 顯示使用靈性服務後受訪者對於影響幸福感的因素排序，八個選項之

重要性順序；其中排序認為影響幸福感最重要因素，排序第一為「認知與觀念」有

142 人，其次為「人格特質」、「情緒管理」；認為最不重要的因素為「命運」。因此得

知影響幸福感最重要的三個因素為「認知與觀念」、「情緒管理」和「人格特質」，此

三項因素與影響靈性成長的因素亦相同皆是內控因子，而受訪者自覺「經濟狀態」、「壓

力與挫敗」以及「命運」是影響幸福感較不重要的因素。 

表 4-1-17 影響幸福感之因素排序次數分配表 

影響因素 1.最重要(%) 8.最不重要(%) 遺漏值 樣本數(總和) (平均數) 

人格特質 85(20.2%) 13(3.1%) 3 421  (1466)  (3.48) 

情緒管理 80(19.0%) 6(1.4%) 3 421  (1284)  (3.05) 

疾病 53(12.6%) 21(5.0%) 3 421  (1859)  (4.42) 

經濟狀態 30(7.1%) 32(7.6%) 4 420  (2100)  (5.00) 

命運 6(1.4%) 278(66.3%) 5 419  (2960)  (7.06) 

壓力與挫敗 4(1.0%) 31(7.4%) 4 420  (2171)  (5.17) 

認知與觀念 142(33.8%) 15(3.6%) 4 420  (1295)  (3.08) 

人際關係 40(9.5%) 26(6.2%) 3 421  (1883)  (4.47) 

貳、綜合討論 

以上統計分析顯示受訪者的基本特質與使用靈性服務現況，在使用靈性服務比率

達九成以上的條件下，研究結果發現受訪者各種背景變項族群之特質，顯示不同背景

變項對靈性服務項目自覺重要性與滿意度的差異，因受訪族群對各自之靈性需求不同，

而會重視對自身靈性成長較有益且感到重要之靈性服務項目，因而使用後感受滿意之

程度亦會有所不同。 

另根據 Z 檢定與靈性服務項目使用前後之次數分配與平均數差異，發現背景變項

不同之使用者，其靈性狀態均有顯著提升。在靈性與幸福感各面向的狀態也顯示使用

服務前為普通，使用靈性服務後提升為優良。因此不同背景變項之影響皆能由使用靈

性服務項目後獲得靈性和幸福感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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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服務使用者靈性成長現況與差異分析 

本節將說明研究對象在使用靈性服務前後靈性成長之變化，並探討不同背景變項

之研究對象在靈性成長整體及各分層面的差異情形。 

壹、服務使用者使用靈性服務前後靈性成長的變化情形 

服務使用者使用靈性服務項目前後於靈性成長整體與各面向的變化情形，以 Z

檢定進行分析，表 4-2-1 顯示結果靈格提升~智慧湧現(Z=-16.514，p<.001)、活出意義

~超越逆境(Z=-16.488，p<.001)、與人締結~自利利他(Z=-15.721，p<.001)、靈性提升~

身心和諧(Z=-16.075，p<.001)、明心見性~正確信念(Z=-14.429，p<.001)、靈和相處~

圓滿人生(Z=-16.102，p<.001)等層面及整體靈性成長(Z=-16.479，p<.001)之前後使用

差異均達顯著，顯示服務使用者接受靈性服務之後，在靈性成長各面向和整體靈性成

長均有顯著提升。 

表 4-2-1 服務使用者在使用靈性服務項目前後之靈性成長整體及各層面的變化情形 
靈性成長分層 個數 等級平均數 等級總和 Z 檢定 漸進顯著性(雙尾) 

靈格提升 
~智慧湧現 

負等級 6 49.00 294.00 

-16.514*** .000 
正等級 362 186.75 67602.00 
等值結 30   
總和 398   

活出意義 
~超越逆境 

負等級 8 35.00 280.00 

-16.488*** .000 
正等級 359 187.32 67248.00 
等值結 45   
總和 412   

與人締結 
~自利利他 

負等級 8 78.25 626.00 

-15.721*** .000 
正等級 334 173.73 58027.00 
等值結 61   
總和 403   

靈性健康 
~身心和諧 

負等級 2 120.50 241.00 

-16.075*** .000 
正等級 344 173.81 59790.00 
等值結 61   
總和 407   

明心見性 
~正確信念 

負等級 33 100.29 33.9.50 

-14.429*** .000 
正等級 315 182.27 57416.50 
等值結 54   
總和 402   

靈和相處 
~圓滿人生 

負等級 3 33.50 101.50 
-16.102*** .000 

正等級 342 174.22 5958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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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值結 66   
總和 411   

靈性成長 
整體層面 

負等級 7 16.07 112.50 

-16.479*** .000 
正等級 357 185.76 66317.50 
等值結 6   
總和 370   

註 1：負等級：使用靈性服務後的靈性狀態<使用靈性服務前的靈性狀態 
註 1：正等級：使用靈性服務後的靈性狀態>使用靈性服務前的靈性狀態 
註 1：等值結：使用靈性服務後的靈性狀態=使用靈性服務前的靈性狀態 
註 2：* p<.05  ** p<.01  ***p<.001 

貳、不同背景之服務使用者在靈性成長的差異分析 

本研究將調查所得之資料，就其平均數、標準差、獨立樣本 T 考驗及靈性成長各

分層之統計分析，其研究之背景變項包括性別、年齡、教育程度、婚姻狀況、子女狀

況、經濟收入、宗教信仰、職業、擔任之職務、會員年資、接觸機構之頻率，以解釋

不同背景變項之服務使用者，使用靈性服務前之靈性狀態與使用後之靈性成長狀態，

以考驗「假設一：不同背景之服務使用者在靈性成長整體層面及分層面使用靈性服務

前後有顯著差異。」結果說明如下。 

一、個人背景與使用靈性服務前後靈性成長之改變情形 

經分析可知，不同性別之服務使用者在使用前整體靈性成長層面(t=1.667，p>.05)

未達顯著差異，但就平均值以男性(M=79.16)高於女性(M=77.23)。在「靈格提升~智

慧湧現」分層面有顯著差異(t=3.225，p<.001)，男性(M=12.83)在此層面顯著高於女性

(M=12.04)，在「活出意義~超越逆境」分層面也有顯著差異(t=2.333，p<.01)，男性

(M=15.73)顯著高於女性(M=14.95)。值得注意的是使用靈性服務之後，無論性別為何，

各方面都高於未使用靈性服務之前，雖不同性別之靈性成長在整體靈性成長(t=-.374，

p>.05)與各分層並無顯著差異，但女性之靈性成長提升與改善程度大於男性，以平均

值來看女性(M=103.51)高於男性(M=103.07)。因此本研究之假設 1-1「不同性別之服

務使用者在靈性成長整體及分層面使用前後有顯著差異。」使用前部分層面有顯著差

異獲得支持；使用後整體及分層均無差異未獲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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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同子女狀況之使用者在使用靈性服務前整體靈性成長層面(t=-1.254，p>.05)未

達顯著差異，在「與人締結~自利利他」分層面有顯著差異(t=-2.084，p<.05)，有子女

者(M=17.31)高於無子女者(M=16.75)。使用靈性服務後整體靈性成長層面(t=-1.421，

p>.05)未達顯著差異，在「靈性健康~身心和諧」分層面有顯著差異(t=-2.088，p<.05)，

有子女者(M=14.41)高於無子女者(M=14.00)。因此本研究之假設 1-5「不同子女狀況

之服務使用者在靈性成長整體及分層面使用前後有顯著差異。」結論為使用靈性服務

前不同子女狀況之服務使用者在靈性成長整體層面未獲得支持，在「與人締結~自利

利他」分層面有顯著差異，獲得支持。使用後在靈性成長整體層面未獲得支持，在「靈

性健康~身心和諧」層面有顯著差異獲得支持。 

表 4-2-2 顯示不同宗教信仰之使用者使用靈性服務前整體靈性成長層面(t=-3.264，

p<.001)達顯著差異，有宗教信仰者(M=82.90)高於無宗教信仰者(M=77.41)；在「靈格

提升~智慧湧現」(t=-2.050，p<.05)、「活出意義~超越逆境」(t=-3.516，p<.001)、「與

人締結~自利利他」(t=-2.303，p<.05)、「靈性健康~身心和諧」(t=-4.222，p<.001)、「靈

和相處~圓滿人生」(t=-3.632，p<.001)等五個分層面均達顯著性差異，顯示有宗教信

仰者高於無宗教信仰者。值得注意的是使用靈性服務後不同宗教信仰之服務使用者在

整體靈性成長層面(t=3.357，p<.001)達顯著差異，改變為無宗教信仰者(M=104.07)高

於有宗教信仰者(M=98.33)；在「靈格提升~智慧湧現」(t=2.639，p<.01)、「與人締結~

自利利他」分層面(t=2.249，p<.05)、「明心見性~正確信念」(t=6.594，p<.001)、「靈和

相處~圓滿人生」(t=2.714，p<.01) 等四個分層面均達顯著性差異，顯見使用靈性服務

項目後使用者對於信仰之態度與觀念有所改變。 

本研究之假設 1-7「有無不同宗教信仰之服務使用者在靈性成長整體及分層面使

用前後有顯著差異。」使用前不同宗教信仰之服務使用者在靈性成長整體層面及五個

分層面獲得支持；有宗教信仰者高於無信仰者。使用後不同宗教信仰之服務使用者在

靈性成長整體層面及四個分層面獲得支持；無宗教信仰者高於有宗教信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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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 不同性別、子女、宗教變項使用者在靈性服務項目使用前後靈性成長之 t 檢定表 

變項 屬性 
靈格提升

智慧湧現 

活出意義

超越逆境

與人締結

自利利他

靈性健康

身心和諧

明心見性

正確信念

靈和相處

圓滿人生 

整體靈性

成長 

性別 

(使用前) 

男性 12.83 15.73 16.85 10.42 9.33 13.88 79.16 

女性 12.04 14.95 17.28 10.22 9.02 13.75 77.23 

t 值 
3.225*** 

男>女 

2.333* 

男>女 

-1.673 

 

.782 

 

1.202 

 

.463 

 

1.667 

 

性別 

(使用後) 

男性 16.85 20.60 20.76 14.28 12.71 17.97 103.07 

女性 16.74 20.48 20.95 14.24 13.17 17.88 103.51 

t 值 .468 .451 -.738 .228 -1.574 .395 -.374 

有無子女 

(使用前) 

無 12.32 15.30 16.75 10.16 9.18 13.60 77.15 

有 12.43 15.27 17.31 10.41 9.16 13.96 78.67 

t 值 
-.442 

 

.074 

 

-2.084* 

有>無 

-.989 

 

.095 

 

-1.273 

 

-1.254 

 

有無子女 

(使用後) 

無 16.60 20.29 20.61 14.00 13.12 17.82 102.23 

有 16.89 20.67 21.01 14.41 12.91 17.99 103.94 

t 值 
-1.239 -1.347 -1.553 -2.088* 

有>無 

.702 -.691 -1.421 

宗教信仰 

(使用前) 

無 12.29 15.05 17.00 10.15 9.19 13.68 77.41 

有 13.04 16.74 17.80 11.41 9.00 14.82 82.90 

t 值 
-2.050* 

有>無 

-3.516***

有>無 

-2.303* 

有>無 

-4.222***

有>無 

.614 

 

-3.632*** 

有>無 

-3.264***

有>無 

宗教信仰 

(使用後) 

無 16.90 20.63 20.98 14.35 13.33 18.06 104.07 

有 16.02 19.89 20.16 13.75 10.75 17.05 98.33 

t 值 
2.639** 

無>有 

1.855 

 

2.249* 

無>有 

1.962 

 

6.594***

無>有 

2.714** 

無>有 

3.357***

無>有 
註：* p<.05  ** p<.01  ***p<.001 

經分析可知，不同年齡之服務使用者使用靈性服務前，在整體靈性成長層面，有

顯著差異(F=2.668，p<.05)，各組間並無顯著差異，就平均數而言年齡 66 歲以上

(M=81.29)之使用者高於其他年齡族群；「與人締結~自利利他」層面，有顯著差異

(F=3.034，p<.05)，事後比較發現 46 至 55 歲(M=17.53)高於 25 歲以下(M=15.00)之使

用者；「靈格提升~身心和諧」層面，有顯著差異(F=4.468，p<.001)，經事後比較發現

各組間沒有差異；「靈和相處~圓滿人生」層面，有顯著差異(F=3.593，p<.01)，經事

後比較發現 46 至 55 歲(M=14.42)使用者高於 26 至 35 歲(M=12.75)之使用者。值得注

意的是不同年齡之服務使用者使用靈性服務後之整體靈性成長(F=.741，p>.05)及各分

層均無顯著差異。 



 

114 

 

不同教育程度之使用者使用靈性服務前後在整體靈性成長與各分層面均無顯著

差異，顯現教育程度之變項不影響服務使用者。 

此研究進行統計分析時因使用 Scheffe′法與 Dunnett T3 事後檢定比較法較為嚴格，

經變異數同質性測試時會考量樣本數之大小，因此分析結果會出現部分層面有顯著但

各組間進行比較時並無顯著差異之情形。 

表 4-2-3 不同年齡、教育程度變項之服務使用者靈性服務項目使用前後之變異數分析表 

變

項 
屬性 

靈格提升

智慧湧現 

活出意義

超越逆境

與人締結

自利利他

靈性提升

身心和諧

明心見性

正確信念 

靈和相處

圓滿人生 

整體靈

性成長 

年
齡(

使
用
前) 

(1) 25 歲以下 11.88 15.63 15.00 9.00 10.33 12.69 73.80 

(2) 26-35 歲 11.76 14.29 16.83 9.71 9.39 12.75 74.94 

(3) 36-45 歲 12.44 14.90 16.93 9.86 9.01 13.61 76.84 

(4) 46-55 歲 12.35 15.75 17.53 10.63 8.79 14.42 79.48 

(5) 56-65 歲 12.68 15.73 17.30 10.85 9.55 13.96 80.28 

(6) 66 歲以上 13.41 15.56 16.94 11.50 9.21 14.30 81.29 

總和 12.39 15.30 17.10 10.31 9.16 13.81 78.09 

F 值 1.608 2.038 3.034* 

(4)>(1) 

4.468*** 

n.s. 

1.624 3.593** 

(4)> (2) 

2.668* 

n.s. 

年
齡(

使
用
後) 

(1) 25 歲以下 16.19 19.38 19.40 13.40 13.50 16.63 98.50 

(2) 26-35 歲 16.27 20.48 20.76 14.23 13.20 18.21 102.69 

(3) 36-45 歲 16.97 20.29 20.86 14.25 13.38 17.83 103.55 

(4) 46-55 歲 16.73 20.70 21.06 14.32 12.53 18.07 103.41 

(5) 56-65 歲 16.97 20.86 20.89 14.37 12.93 17.85 104.49 

(6) 66 歲以上 17.21 20.68 20.95 14.30 12.55 17.95 102.13 

總和 16.79 20.54 20.86 14.26 12.97 17.92 103.33 

F 值 1.187 1.082 1.178 .674 1.313 1.300 .741 

教
育
程
度(

使
用
前) 

(1)國小(含)以下 12.69 15.32 16.56 10.35 9.88 13.17 76.73 

(2)國中 12.82 15.55 17.73 10.47 9.03 13.24 78.00 

(3)高中(職) 12.17 15.13 17.10 10.33 8.94 13.95 77.94 

(4)大學(專) 12.31 15.21 17.05 10.28 9.28 13.75 78.01 

(5)研究所(含)以上 12.69 15.77 17.09 10.27 8.95 14.27 78.93 

總和 12.39 15.30 17.10 10.31 9.15 13.80 78.08 

F 值 .754 .422 .704 .050 .724 1.070 .139 

教
育
程
度(

使
用
後) 

(1)國小(含)以下 25.67 27.00 26.72 14.00 25.44 19.94 137.71 

(2)國中 26.12 27.00 27.82 13.94 26.97 20.48 142.30 

(3)高中(職) 25.97 27.03 27.69 14.19 26.61 20.61 143.01 

(4)大學(專) 26.53 27.28 27.77 14.29 27.20 21.16 144.34 

(5)研究所(含)以上 26.59 28.00 27.89 14.58 27.07 21.58 144.76 

總和 26.34 27.29 27.73 14.27 26.95 20.99 143.69 

F 值 .683 .660 .342 .783 1.213 2.453 1.071 

註 1：變異數同質性測試、變異數分析，以雪費法(Scheffe′)或杜納(Dunnett T3) 檢定進行事後比較。 
註 2：* p<.05 ** p<.01 ***p<.001。n.s.代表經 Scheffe′、Dunnett T3 事後比較法檢定之結果未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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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2-4 顯示不同婚姻狀況之服務使用者使用靈性服務前於整體靈性成長層面

(F=2.588，p<.05)有顯著差異，經事後比較發現各組間沒有差異；各分層面也沒有顯

著性差異。不同婚姻變項之使用者於靈性服務使用後在靈性成長整體與各面向均無顯

著差異。 

不同經濟月收入之服務使用者在使用靈性服務前於整體靈性成長層面(F=2.171，

p>.05)沒有顯著差異，在「活出意義~超越逆境」(F=2.514，p<.05)層面有顯著差異，

經事後比較發現經濟月收入 80,000 元(含)以上者(M=16.84)高於收入 10,001~20,000 元

者(M=14.44)及 20,001~40,000 元者(M=14.97)，其他各層面則沒有顯著性差異。使用

靈性服務後整體靈性成長層面(F=1.457，p>.05)沒有顯著差異，「靈格提升~智慧湧現」

(F=2.333，p<.05)層面有顯著差異，經事後比較發現各組間沒有顯著性差異。 

表 4-2-4 不同婚姻狀況、經濟收入變項之服務使用者靈性服務項目使用前後之變異數分析表 

變
項 

屬性 
靈格提升
智慧湧現 

活出意義
超越逆境

與人締結
自利利他

靈性提升
身心和諧

明心見性
正確信念 

靈和相處
圓滿人生 

整體靈
性成長

婚
姻
狀
況(

使
用
前) 

(1)未婚 12.34 15.16 16.82 10.23 9.00 13.69 77.15 
(2)已婚有配偶 12.52 15.46 17.25 10.52 9.37 14.03 79.32 
(3)同居 13.60 17.60 18.80 10.80 7.60 13.80 82.20 
(4)離婚或分居 11.50 14.42 16.83 9.32 8.39 13.07 73.71 
(5)喪偶或其他 12.30 14.55 17.05 9.86 9.19 13.48 74.33 
總和 12.40 15.28 17.11 10.32 9.16 13.83 78.13 
F 值 1.433 1.540 1.129 1.952 1.605 1.016 2.588* 

n.s. 

婚
姻
狀
況(

使
用
後)

(1)未婚 16.58 20.26 20.57 14.05 12.93 17.76 101.81 
(2)已婚有配偶 16.79 20.65 20.96 14.36 13.00 18.05 103.85 
(3)同居 17.80 22.40 21.60 14.60 13.00 17.20 106.60 
(4)離婚或分居 16.93 19.94 20.83 14.06 12.47 17.69 102.62 
(5)喪偶或其他 17.62 21.18 21.19 14.45 13.64 18.04 106.22 
總和 16.80 20.54 20.86 14.26 12.98 17.93 103.37 
F 值 1.250 1.625 .653 .693 .545 .521 1.011 

經
濟
月
收
入(

使
用
前) 

(1) 10,000 元(含)以下 12.24 15.20 16.79 10.17 9.35 12.91 77.04 
(2) 10,001~20,000 元 12.02 14.44 16.77 10.00 9.24 13.65 75.73 
(3) 20,001~40,000 元 12.19 14.97 17.05 10.07 9.24 13.67 77.14 
(4) 40,001~60,000 元 12.66 15.43 17.13 10.36 9.12 13.99 78.99 
(5) 60,001~80,000 元 12.21 15.52 17.45 10.68 8.13 14.48 78.24 
(6)80,001 元(含)以上 13.23 16.84 17.83 11.44 9.11 14.72 83.26 
總和 12.36 15.23 17.10 10.30 9.13 13.80 77.98 
F 值 1.458 2.514* 

(6)>(2) 
(6)>(3) 

.980 2.148 1.035 2.214 2.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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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濟
月
收
入(

使
用
後) 

(1) 10,000 元(含)以下 25.54 26.51 27.52 14.46 26.75 20.67 141.45 
(2) 10,001~20,000 元 26.13 26.91 27.37 13.65 26.36 20.22 140.43 
(3) 20,001~40,000 元 26.18 27.19 27.45 14.28 27.19 21.07 143.65 
(4) 40,001~60,000 元 26.55 27.35 28.09 14.37 27.14 21.29 144.89 
(5) 60,001~80,000 元 27.50 27.94 28.30 14.58 26.58 21.32 146.80 
(6)80,001 元(含)以上 27.00 27.89 28.06 14.32 27.17 21.06 145.09 
總和 26.34 27.23 27.70 14.27 26.97 20.97 143.66 

F 值 
2.333* 
n.s. 

1.571 .617 1.386 .305 1.769 1.457 

註 1：變異數同質性測試、變異數分析，以雪費法(Scheffe′)或杜納(Dunnett T3) 檢定進行事後比較。 
註 2：* p<.05 ** p<.01 ***p<.001。n.s.代表經 Scheffe′、Dunnett T3 事後比較法檢定之結果未顯著。 

表 4-2-5 顯示不同職業之服務使用者於靈性服務使用前(F=.622，p>.05)和使用後

(F=.323，p>.05)在整體靈性成長層面和各分層面均無顯著性差異。 

研究發現於研究機構中擔任不同職務之服務使用者，使用靈性服務前整體靈性成

長層面(F=3.980，p<.05)有顯著性差異；經事後比較發現顯示無職務者(M=79.19)高於

志工(M=78.44)；亦高於職工與約聘職工(M=73.62)；在各分層面「靈格提升~智慧湧

現」(F=4.076，p<.05)層面、「活出意義~超越逆境」(F=6.040，p<.01)層面有顯著差異，

經事後比較發現顯示無職務者高於志工，志工高於職工與約聘職工；在「與人締結~

自利利他」(F=4.022，p<.05)層面有顯著差異，經事後比較發現無職務高於職工與約

聘職工；「靈性健康~身心和諧」(F=4.505，p<.05)層面有顯著差異，經事後比較發現

各組間無顯著性差異。值得注意的是服務使用者在使用靈性服務後顯示結果與使用前

大相逕庭，在整體靈性成長層面(F=14.379，p<.001)和其他各分層面均有顯著性差異，

經事後比較發現與使用前相反的結果；顯示職工與約聘職工高於志工，志工高於無職

務者。 

本研究之假設 1-9「擔任不同職務之服務使用者在靈性成長整體及分層面使用前

後有顯著差異。」，使用前不同職務之服務使用者在靈性成長整體層面和四個層面，

達顯著水準獲得支持；無職務者高於志工與職工。使用後不同職務之服務使用者在靈

性成長整體層面和各分層面，達顯著水準獲得支持；職工高於志工與無職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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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5 不同職業、擔任職務變項之服務使用者靈性服務項目使用前後之之變異數分析表 

變

項 
屬性 

靈格提升

智慧湧現 

活出意義

超越逆境

與人締結

自利利他

靈性健康

身心和諧

明心見性

正確信念 

靈和相處

圓滿人生 

整體靈性

成長 

職
業(

使
用
前) 

(1)學生 13.13 17.93 16.69 10.69 10.54 14.14 82.77 

(2)軍警公營公務人員 11.78 15.17 16.83 10.00 9.89 13.94 77.18 

(3)文化/教育/教師 11.95 15.00 16.91 9.74 8.87 13.70 76.36 

(4)工業/商業 12.43 15.28 17.05 10.45 9.26 13.77 78.26 

(5)服務業 12.23 15.11 17.00 10.07 9.37 13.54 77.32 

(6)自由業 12.30 15.12 16.97 10.11 9.04 13.51 77.50 

(7)退休人員 12.34 15.23 16.87 10.77 8.19 14.10 76.48 

(8)家管 12.80 15.76 17.56 10.88 9.00 14.57 80.81 

(9)約聘僱/臨時人員 12.53 15.04 17.65 10.47 8.98 13.87 78.31 

(10)其他 12.56 15.11 17.72 9.67 9.78 13.78 78.61 

總和 12.40 15.30 17.13 10.31 9.14 13.82 78.10 

F 值 .498 1.093 .610 .823 1.296 .524 .622 

職
業(

使
用
後) 

(1)學生 17.00 20.64 20.46 14.31 12.85 17.29 102.00 

(2)軍警公營公務人員 16.58 20.67 20.17 14.53 12.83 18.11 103.19 

(3)文化/教育/教師 17.00 21.13 20.61 14.09 12.43 17.96 102.68 

(4)工業/商業 16.40 20.17 20.65 14.22 13.29 17.97 102.77 

(5)服務業 16.46 19.96 20.74 13.96 12.59 17.81 102.04 

(6)自由業 17.05 20.71 21.21 14.27 13.25 17.90 103.83 

(7)退休人員 17.57 21.10 20.97 14.32 12.43 17.61 106.12 

(8)家管 16.78 20.63 21.14 14.34 12.69 18.24 103.45 

(9)約聘僱/臨時人員 16.71 20.62 21.16 14.38 12.78 18.06 103.73 

(10)其他 16.65 20.17 20.56 14.28 12.89 17.56 101.65 

總和 16.80 20.55 20.89 14.27 12.95 17.91 103.33 

F 值 .937 .649 .649 .171 .555 .341 .323 

擔
任
職
務(

使
用
後)

(1)無職務 12.61 15.81 17.40 10.45 9.39 13.79 79.19 

(2)志工 12.47 15.28 17.14 10.45 8.95 13.92 78.44 

(3)職工與約聘職工 11.41 13.78 16.13 9.29 9.73 13.43 73.62 

總和 12.40 15.28 17.11 10.32 9.17 13.83 78.15 

F 值 4.076* 

(1)> (2)> (3) 

6.040** 

(1)> (2)> (3)

4.022* 

(1)> (3) 

4.505* 

n.s 

2.257 .566 3.980* 

(1)> (2)> (3) 

擔
任
職
務(

使
用
後)

(1)無職務 16.11 19.87 20.22 13.82 12.00 17.14 99.10 

(2)志工 16.99 20.72 21.04 14.41 13.27 18.18 104.67 

(3)職工與約聘職工 17.58 21.29 21.70 14.71 14.27 18.80 108.07 

總和 16.79 20.52 20.86 14.26 12.99 17.93 103.36 

F 值 9.716*** 

(3)>(2)>(1) 

6.005** 

(3)>(2)>(1) 

7.387***

(3)>(2)>(1) 

5.508** 

(3)>(2)>(1) 

14.273*** 

(3)>(2)>(1) 

12.340*** 

(3)>(2)>(1) 

14.379***

(3)>(2)>(1) 

註 1：變異數同質性測試、變異數分析，以雪費法(Scheffe′)或杜納(Dunnett T3) 檢定進行事後比較。 
註 2：* p<.05 ** p<.01 ***p<.001。n.s.代表經 Scheffe′、Dunnett T3 事後比較法檢定之結果未顯著。 

就服務使用者之年資和每月接觸頻率，不同會員年資之服務使用者在靈性服務使

用前，整體靈性成長層面(F=1.395，p>.05)沒有顯著性差異；各分層面僅「明心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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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信念」(F=2.360，p<.05)層面有顯著性差異；經事後比較發現年資 1 年以下者

(M=9.99)高於年資 2~3 年者(M=8.02)。而在使用靈性服務後其結果整體靈性成長層面

(F=3.643，p<.001)有顯著性差異；經事後比較發現年資 8 年以上者(M=108.29)高於年

資 1 年以下者(M=99.45)；在各分層面只有「與人締結~自利利他」層面沒有顯著性差

異；其餘各層面均有顯著差異，顯示出使用靈性服務項目後，靈性成長之提升年資較

久者顯著高於年資較低者。 

就每月不同接觸頻率之使用者，在靈性服務使用前，整體靈性成長層面(F=2.408，

p<.05)、「活出意義~超越逆境」(F=3.020，p<.05)、「與人締結~自利利他」(F=3.088，

p<.05)層面有顯著性差異；經事後比較發現各組間沒有差異。在使用靈性服務後其結

果整體靈性成長層面(F=4.976，p<.001)有顯著性差異；經事後比較發現使用頻率 20

次以上者(M=106.29)高於 5~10次者(M=99.91)；5~10次者高於 5次以下者(M=98.15)，

在各分層面「靈格提升~智慧湧現」(F=5.695，p<.001)、「靈和相處~圓滿人生」(F=4.770，

p<.001)層面有顯著性差異；經事後比較發現使用頻率 20 次以上者高於 5~10 次和 5

次以下者；「活出意義~超越逆境」(F=3.132，p<.05)、「靈性健康~身心和諧」(F=3.047，

p<.05)、「明心見性~正確信念」(F=3.172，p<.05)層面有顯著性差異；經事後比較發現

各組間沒有顯著差異。 

表 4-2-6 不同會員年資、接觸頻率變項之服務使用者靈性服務項目使用前後之變異數分析表 

變

項 
屬性 

靈格提升 

智慧湧現 

活出意義

超越逆境 

與人締結

自利利他 

靈性健康

身心和諧 

明心見性

正確信念 

靈和相處

圓滿人生 

整體 

靈性成長 

會
員
年
資(

使
用
前) 

(1) 1 年以下 13.00 16.27 17.65 10.72 9.99 13.96 81.31 

(2) 1~2 年 12.57 15.38 17.02 10.33 8.98 13.49 77.47 

(3) 2~3 年 12.12 14.81 17.27 10.22 8.02 13.80 76.24 

(4) 3~4 年 12.76 15.71 17.88 10.81 9.39 14.64 81.55 

(5) 4~5 年 11.89 14.82 16.82 9.88 9.48 13.56 77.03 

(6) 5~6 年 11.78 14.92 16.94 10.03 8.81 13.83 77.03 

(7) 6~7 年 12.03 15.32 17.30 9.94 9.33 13.19 76.94 

(8) 7~8 年 12.38 14.91 16.26 9.79 9.15 14.24 76.59 

(9) 8 年以上 12.47 14.86 16.64 10.70 9.19 13.95 77.82 

總和 12.39 15.27 17.11 10.32 9.17 13.84 78.14 

F 值 1.255 1.193 1.553 1.064 2.360* 

(1)>(3) 

.832 1.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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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員
年
資(

使
用
後) 

(1) 1 年以下 16.23 19.73 20.45 13.73 11.95 16.95 99.45 

(2) 1~2 年 16.18 19.95 20.13 13.73 12.57 17.34 99.92 

(3) 2~3 年 16.39 20.27 20.98 14.12 12.69 18.10 102.80 

(4) 3~4 年 16.85 20.59 21.03 14.72 13.52 18.24 105.00 

(5) 4~5 年 16.29 20.35 20.82 14.08 12.74 17.87 101.80 

(6) 5~6 年 17.23 20.57 20.60 14.35 13.56 17.81 105.03 

(7) 6~7 年 17.09 21.14 21.14 14.62 12.97 18.30 105.15 

(8) 7~8 年 17.38 20.94 21.09 14.65 13.85 18.79 106.26 

(9) 8 年以上 17.93 21.69 21.72 14.85 13.81 18.71 108.29 

總和 16.81 20.53 20.87 14.26 12.99 17.93 103.40 

F 值 4.137*** 

(9)>(1) 

(9)>(2) 

2.809** 

(9)>(1) 

1.819 2.586** 

(9)>(2) 

2.731** 

(8)>(1) 

(9)>(1) 

3.713*** 

(8)>(1) 

(9)>(1) 

(9)>(2) 

3.643*** 

(9)>(1) 

每
月
接
觸
頻
率(

使
用
前) 

(1) 5 次以下 12.86 15.93 18.14 10.40 9.73 13.52 80.43 

(2) 5~10 次 12.60 15.78 17.40 10.66 9.57 13.98 80.81 

(3) 11~15 次 12.50 15.59 17.32 10.35 9.05 13.90 78.49 

(4) 16~20 次 12.53 15.66 17.20 10.61 8.81 13.93 78.94 

(5) 20 次以上 12.07 14.47 16.56 10.01 9.23 13.72 75.83 

總和 12.40 15.28 17.10 10.33 9.17 13.83 78.14 

F 值 1.018 3.020*  

n.s. 

3.088* 

n.s. 

1.113 .227 1.136 2.408* 

n.s. 
每
月
接
觸
頻
率(

使
用
後) 

(1) 5 次以下 15.66 19.60 20.47 13.53 11.72 16.86 98.15 

(2) 5~10 次 16.04 19.84 20.36 14.12 12.29 17.31 99.91 

(3) 11~15 次 16.75 20.51 20.78 14.01 12.85 17.79 102.72 

(4) 16~20 次 16.70 20.41 20.72 14.27 13.23 17.84 103.07 

(5) 20 次以上 17.36 21.08 21.29 14.65 13.40 18.51 106.29 

總和 16.79 20.54 20.87 14.26 12.98 17.92 103.35 

F 值 5.695*** 

(5)>(2)>(1) 

3.132* 

n.s. 

1.774 

 

3.047* 

n.s. 

3.172* 

n.s. 

4.770*** 

(5)>(2) 

4.976*** 

(5)>(2)>(1) 
註 1：進行變異數同質性測試、變異數分析，以雪費法(Scheffe′)或杜納(Dunnett T3) 檢定進行事後比較。 
註 2：* p<.05 ** p<.01 ***p<.001。n.s.代表經 Scheffe′、Dunnett T3 事後比較法檢定之結果未顯著。 

參、綜合討論 

本節主要以平均數、標準差及 Z 檢定、T 檢定、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探討服務使用

者使用靈性服務前後之成長變化，以及不同背景變項於使用靈性服務前後之差異。從

分析結果得知使用靈性服務後服務使用者的靈性成長大幅提升；就個人背景變項影響

靈性各層面狀況，發現使用後背景因素之影響變小，因背景因素之特質產生靈性狀態

的差異，性別、年齡、經濟收入在使用後沒有差異，而影響使用靈性服務的成效部份，

如擔任職務、年資、接觸頻率均在使用後呈現顯著差異，其結果歸納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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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7 不同背景變項之服務使用者靈性服務項目使用前後靈性成長整體與各層面差異摘要表 

註：n.s.代表經 Scheffe′、Dunnett T3 事後比較法檢定之結果未顯著。 

綜合上述結果發現，服務使用者使用靈性服務後靈性整體與各層面均獲得成長；

且不同背景變項之族群全面都有所提升。假設一、「不同背景之服務使用者在靈性成

長整體層面及分層面使用靈性服務前後有顯著差異。」使用前背景變項性別、年齡、

子女狀況、經濟收入、宗教信仰、擔任職務、會員年資在部分層面有顯著差異，獲得

部分支持；使用後於子女狀況、宗教信仰、擔任職務、會員年資、每月接觸頻率在部

分層面有顯著差異，獲得部分支持。 

(使用靈性項目前) 
 

背景變項 

靈格提升 
~智慧湧現 

活出意義 
~超越逆境 

與人締結 
~自利利他 

靈性健康 
~身心和諧 

明心見性 
~正確信念 

靈和相處 
~圓滿人生 

整體 
靈性成長 

性別 男性>女性 男性>女性      

年齡   
46~55 歲> 

25 歲以下 
n.s.  

46~55> 
26~35 歲 

n.s. 

教育程度        
婚姻狀況       n.s. 
子女狀況   有>無     

經濟收入  
8 萬>1~2 萬 
8 萬>2~4 萬 

     

宗教信仰 有>無 有>無 有>無 有>無  有>無 有>無 
職業        

擔任職務 
無職務> 

志工>職工 
無職務> 

志工>職工 
無職務>職工 n.s.   

無職務> 

志工>職工 

會員年資     
1 年以下

>2~3 年 
  

接觸頻率 n.s. n.s.     n.s. 

(使用靈性項目後) 

性別        
年齡        
教育程度        
婚姻狀況        
子女狀況    有>無    
經濟收入 n.s.       
宗教信仰 無>有  無>有  無>有 無>有 無>有 
職業        

擔任職務 
職工>志工 

>無職務 
職工>志工 

>無職務 
職工>志工 

>無職務 
職工>志工 

>無職務 
職工>志工 

>無職務 
職工>志工 

>無職務 
職工>志工 

>無職務 

會員年資 
8 年以上>1 年
以下、8 年以
上>1~2 年 

8 年以上> 
1 年以下 

 
8 年以上> 
1~2 年 

8 年以上>1 年
以下、8 年以
上>1~2 年 

7~8 年>1 年以
下、8 年以上
>1 年以下、8
年以上>1~2
年 

8 年以上> 
1 年以下 

接觸頻率 
20 次以上>5~10
次>5 次以下 

n.s.  n.s. n.s. 20 次以上 
>5~10 次 

20 次以上>5~10
次>5 次以下 

分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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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服務使用者幸福感現況與差異分析 

本節將說明研究對象於「衡山幸福感量表」整體與各分層面之現況分析結果，並

探討不同背景變項之服務使用者在幸福感整體及各分層面的差異情形。 

壹、服務使用者使用靈性服務前後幸福感的變化情形 

服務使用者使用靈性服務項目前後於幸福感整體與各面向的變化情形，表 4-3-1

為 Z 檢定結果，顯示正向情緒(Z=-16.356，p<.001)、生活滿意(Z=-15.656，p<.001)、

和諧人際(Z=-15.525，p<.001)、身心健康(Z=-16.226，p<.001)、自我實現(Z=-15.514，

p<.001)、幸福觀(Z=-14.883，p<.001)等層面及整體幸福感(Z=-16.475，p<.001)之前後

使用差異均達顯著，顯示服務使用者接受靈性服務後，在幸福感各面向和整體幸福感

均有顯著提升。 

表 4-3-1 服務使用者在使用靈性服務項目前後之幸福感整體及各層面的變化情形 
幸福感分層 個數 等級平均數 等級總和 Z 檢定 漸進顯著性(雙尾) 

正向情緒 

負等級 10 31.20 312.00 

-16.356*** .000 
正等級 352 185.77 65391.00 
等值結 47   
總和 409   

生活滿意 

負等級 9 76.17 685.50 

-15.656*** .000 
正等級 332 173.57 57625.50 
等值結 69   
總和 410   

和諧人際 

負等級 2 167.75 335.50 

-15.525*** .000 
正等級 326 164.48 53620.50 
等值結 74   
總和 402   

身心健康 

負等級 7 35.86 251.00 

-16.226*** .000 
正等級 347 180.36 62584.00 
等值結 61   
總和 415   

自我實現 

負等級 9 65.44 589.00 

-15.514*** .000 
正等級 324 169.82 55022.00 
等值結 73   
總和 406   

幸福觀 

負等級 2 18.00 36.00 

-14.883*** .000 
正等級 286 145.38 41580.00 
等值結 125   
總和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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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幸福感 

負等級 7 23.93 167.50 

-16.475*** .000 
正等級 358 186.11 66627.50 
等值結 20   
總和 385   

註 1：負等級：使用靈性服務後的幸福感狀態<使用靈性服務前的幸福感狀態 
註 1：正等級：使用靈性服務後的幸福感狀態>使用靈性服務前的幸福感狀態 
註 1：等值結：使用靈性服務後的幸福感狀態=使用靈性服務前的幸福感狀態 
註 2：* p<.05  ** p<.01  ***p<.001 

貳、不同背景之服務使用者幸福感的差異分析 

本研究將調查所得之資料，就其平均數、標準差及進行獨立樣本 T 考驗及幸福感

整體與各分層之變異數分析，其研究之背景變項包括性別、年齡、教育程度、婚姻狀

況、子女狀況、經濟收入、宗教信仰、職業、擔任之職務、會員年資、接觸機構之頻

率，以解釋不同背景變項之服務使用者使用靈性服務項目前後之幸福感狀態，以考驗

「假設二：不同背景之服務使用者在幸福感整體層面及分層面使用靈性服務前後有顯

著差異。」分析結果說明如下。 

經分析可知，不同性別之服務使用者在使用靈性服務前幸福感整體層面(t=1.003，

p>.05)未達顯著差異；「身心健康」分層面有顯著差異(t=2.313，p<.05)，男性(M=9.50)

在身心健康方面顯著高於女性(M=8.98)。使用靈性服務後性別對幸福感整體層面

(t=-.149，p>.05)與各分層面，並無顯著差異。 

不同子女狀況之服務使用者在使用靈性服務前幸福感整體層面(t=-1.552，p>.05)

未達顯著差異；在「自我實現」分層面有顯著差異(t=-2.335，p<.05)，有子女者(M=15.86)

高於無子女者(M=15.07)。使用靈性服務後幸福感整體層面(t=-1.449，p>.05)未達顯著

差異；在「正向情緒」分層面有顯著差異(t=-2.218，p<.05)，有子女者(M=20.06)高於

無子女者(M=19.32)。 

不同宗教信仰之服務使用者在使用靈性服務前幸福感整體層面(t=-3.705，p<.001)

達顯著性差異；有宗教信仰者(M=89.54)高於無宗教信仰者(M=81.40)，在幸福感各分

層面均達顯著性差異，顯示有宗教信仰者高於無宗教信仰。使用靈性服務後統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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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幸福感整體層面(t=1.698，p>.05)未達顯著性差異；「和諧人際」(t=2.095，p<.05)、

「身心健康」(t=2.052，p<.05)、「幸福觀」(t=2.256，p<.05) 層面達顯著性差異，顯示

與使用前不同，使用後改變為無宗教信仰者高於有宗教信仰者。本研究之假設 2-7「不

同宗教信仰之服務使用者在幸福感整體及分層面使用前後有顯著差異。」在使用靈性

服務前整體幸福感層面和各分層面達顯著水準獲得支持。在使用靈性服務後整體幸福

感層面未達顯著未獲得支持，「和諧人際」、「身心健康」、「幸福觀」分層面達顯著水

準，獲得支持。 

表 4-3-2 不同性別、子女、宗教變項使用者靈性服務項目使用前後之幸福感整體及分層 t 檢定表 

變項 屬性 正向情緒 生活滿意 和諧人際 身心健康 自我實現 幸福觀 整體幸福感

性別 
(使用前) 

男性 14.56 13.98 21.09 9.50 15.71 8.66 83.38 
女性 13.91 13.71 21.32 8.98 15.48 8.65 81.84 

t 值 
1.785 
 

.775 
 

-.607 
 

2.313* 
男>女 

.739 
 

.060 
 

1.003 
 

性別 
(使用後) 

男性 19.66 18.08 25.89 12.65 19.69 10.84 106.89 
女性 19.90 18.48 26.29 12.52 19.43 10.76 107.12 
t 值 -.741 -1.178 -1.093 .612 .932 .564 -.149 

有無子女 
(使用前) 

無 13.83 13.58 20.87 9.01 15.07 8.48 80.87 
有 14.39 13.95 21.41 9.33 15.86 8.77 83.45 

t 值 
-1.498 
 

-1.019 
 

-1.388 
 

-1.400 
 

-2.335* 
有>無 

-1.639 
 

-1.552 
 

有無子女 
(使用後) 

無 19.32 17.97 25.82 12.32 19.21 10.68 105.61 
有 20.06 18.47 26.30 12.72 19.72 10.87 107.84 

t 值 
-2.281* 
有>無 

-1.416 
 

-1.260 
 

-1.811 
 

-1.741 
 

-1.351 
 

-1.449 
 

宗教信仰 
(使用前) 

無 13.97 13.60 20.99 9.11 15.36 8.57 81.40 
有 15.59 15.20 22.59 9.91 16.96 9.25 89.54 

t 值 
-3.146** 
有>無 

-3.185** 
有>無 

-3.625***
有>無 

-2.503* 
有>無 

-3.856***
有>無 

-3.396*** 
有>無 

-3.705*** 
有>無 

宗教信仰 
(使用後) 

無 19.91 18.39 26.26 12.66 19.64 10.87 107.51 
有 19.04 17.70 25.23 12.04 18.87 10.37 103.69 

t 值 
1.895 
 

1.358 
 

2.095* 
無>有 

2.052* 
無>有 

1.838 
 

2.256* 
無>有 

1.698 
 

註：* p<.05  ** p<.01  ***p<.001 

表 4-3-3 顯示不同年齡之服務使用者使用靈性服務前在幸福感整體層面(F=3.019，

p<.05)達顯著性差異；經事後比較發現各組間並無顯著差異；在「身心健康」層面

(F=4.490，p<.001) 達顯著性差異，經事後檢定發現 66 歲(含)以上(M=10.47)和 56-65

歲(M=9.72)之使用者高於 36-45 歲(M=8.60)之使用者；「正向情緒」、「自我實現」層面

達顯著水準，經事後檢定發現各組間無顯著性差異。而使用靈性服務後在幸福感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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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面(F=1.451，p>.05)未達顯著性差異；各分層面僅「正向情緒」層面(F=2.904，p<.05) 

達顯著性差異，事後比較發現各組間無顯著性差異。因此本研究之假設 2-2「不同年

齡之服務使用者在幸福感整體及分層面使用前後有顯著差異。」顯示使用靈性服務後

年齡在「身心健康」分層面有顯著差異獲得支持；使用後年齡對整體幸福感沒有差異

未獲得支持。 

不同教育程度之使用者在使用靈性服務項目前，幸福感整體層面(F=2.573，p<.05)

達顯著性差異；經事後比較發現各組間並無顯著差異；在「生活滿意」(F=3.758，p<.01)

及「自我實現」層面(F=2.616，p<.05)達顯著性差異，經事後檢定發現研究所(含)以上

之使用者幸福感高於高中(職)之使用者。在使用靈性服務項目後幸福感整體層面

(F=.902，p>.05)和所有幸福感分層面均未達顯著性差異。本研究之假設 2-3「不同教

育程度之服務使用者在幸福感整體及分層面使用前後有顯著差異。」結果顯示使用靈

性服務前整體幸福感層面及部分分層面有顯著差異獲得支持。在使用靈性服務後整體

幸福感層面及各分層面均無顯著差異未獲得支持。 

表 4-3-3 不同年齡、教育程度變項之服務使用者靈性服務項目使用前後之變異數分析表 

變

項 
屬性 正向情緒 生活滿意 和諧人際 身心健康 自我實現 幸福觀 整體幸福感

年
齡(
使
用
前) 

(1) 25 歲以下 13.24 13.71 20.94 9.29 14.82 8.59 80.59 
(2) 26-35 歲 13.23 13.40 21.00 8.79 14.69 8.35 79.47 
(3) 36-45 歲 13.51 13.29 20.70 8.60 14.98 8.44 79.38 
(4) 46-55 歲 14.63 14.44 21.62 9.44 16.23 8.97 85.50 
(5) 56-65 歲 14.96 13.94 21.38 9.72 16.04 8.70 84.42 
(6) 66 歲以上 15.95 14.11 22.64 10.47 16.53 8.63 87.50 
總和 14.20 13.83 21.23 9.21 15.59 8.65 82.56 

F 值 
3.913** 
n.s. 

1.521 1.253 4.490*** 
(6)>(3) 
(5)>(3) 

3.832** 
n.s. 

1.663 3.019* 
n.s. 

年
齡(

使
用
後) 

(1) 25 歲以下 21.81 16.71 25.69 21.20 34.63 10.38 130.47 
(2) 26-35 歲 23.08 18.38 26.15 21.17 35.06 10.85 134.69 
(3) 36-45 歲 22.74 17.83 25.81 21.36 34.86 10.64 132.59 
(4) 46-55 歲 23.40 18.59 26.04 21.60 35.05 10.88 136.24 
(5) 56-65 歲 24.13 18.87 26.62 22.13 35.59 10.89 137.81 
(6) 66 歲以上 24.55 18.22 26.93 22.00 36.40 10.95 138.54 
總和 23.31 18.31 26.12 21.58 35.15 10.79 135.07 

F 值 
2.904* 
n.s. 

1.820 .670 1.207 .910 .800 1.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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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程
度(

使
用
前) 

(1)國小(含)以下 14.28 12.22 20.06 9.74 15.74 8.50 79.81 
(2)國中 14.47 13.91 21.39 9.50 15.35 8.13 82.23 
(3)高中(職) 13.73 13.07 20.73 9.04 14.92 8.57 79.19 
(4)大學(專) 14.08 13.98 21.35 9.14 15.66 8.72 83.09 
(5)研究所(含)以上 15.08 14.93 21.84 9.38 16.53 8.92 86.88 
總和 14.18 13.81 21.22 9.21 15.58 8.66 82.52 
F 值 1.378 3.758** 

(5)>(3) 
1.337 .647 2.616* 

(5)>(3) 
1.346 2.573* 

n.s. 

教
育
程
度(

使
用
後)

(1)國小(含)以下 20.00 17.72 26.35 12.95 19.47 10.74 106.94 
(2)國中 20.03 18.52 26.03 12.59 19.84 10.73 108.27 
(3)高中(職) 19.64 17.94 25.68 12.53 19.10 10.73 105.13 
(4)大學(專) 19.67 18.30 26.20 12.50 19.53 10.79 106.97 
(5)研究所(含)以上 20.15 18.98 26.51 12.77 20.15 10.98 109.67 
總和 19.78 18.30 26.11 12.57 19.54 10.80 107.02 
F 值 .370 1.023 .556 .330 1.361 .343 .902 

註 1：進行變異數同質性測試、變異數分析，以雪費法(Scheffe′)或杜納(Dunnett T3) 檢定進行事後比較。 
註 2：* p<.05 ** p<.01 ***p<.001。n.s.代表經 Scheffe′、Dunnett T3 事後比較法檢定之結果未顯著。 

表 4-3-4 顯示不同婚姻狀況之使用者在使用靈性服務項目前幸福感整體層面

(F=6.030，p<.001)達顯著性差異；經事後比較發現已婚有配偶者(M=84.73)、同居者

(M=95.40)高於離婚或分居者(M=72.87)；在「正向情緒」(F=5.090，p<.001)、「生活滿

意」層面(F=3.180，p<.05)、「身心健康」層面(F=3.746，p<.01)達顯著性差異，經事後

檢定發現已婚有配偶者幸福感高於離婚或分居者；在「和諧人際」層面(F=5.617，

p<.001)、「自我實現」層面(F=6.731，p<.001)達顯著性差異，經事後檢定發現同居者

幸福感最高，而離婚或分居者最低。使用靈性服務項目後幸福感整體層面(F=3.296，

p<.05)、「和諧人際」層面(F=2.807，p<.05)達顯著性差異；經事後檢定發現喪偶者高

於離婚或分居者，「正向情緒」(F=3.874，p<.01)、「生活滿意」(F=3.208，p<.05)、「身

心健康」(F=3.694，p<.01)、「自我實現」層面(F=3.382，p<.01)達顯著性差異，經事後

檢定發現各組間無顯著性差異。本研究之假設 2-4「不同婚姻狀況之服務使用者在幸

福感整體及分層面使用前後有顯著差異。」分析結果顯示使用靈性服務前婚姻狀況對

整體幸福感層面及「正向情緒」、「生活滿意」、「和諧人際」、「身心健康」、「自我實現」

分層面達顯著差異獲得支持；離婚或分居之使用者靈性成長最低；喪偶者靈性成長高

於離婚或分居之使用者。使用靈性服務後婚姻狀況對整體幸福感層面及「和諧人際」

分層面達顯著水準獲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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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不同經濟月收入之服務使用者，使用靈性服務前幸福感整體層面(F=6.955，

p<.001)達顯著性差異；經事後比較發現經濟月收入 80,001 元(含)以上者(M=93.91)高

於月收入 40,001~60,000 元(M=84.05)、10,000 元(含)以下(M=80.64)、20,001~40,000

元(M=79.72)、10,001~20,000 元(M=77.94)之使用者，其他各分層面均顯示經濟月收入

80,001 元(含)以上者高於其他收入較低之使用者，因此顯示高收入者在使用靈性服務

前幸福感較高。須特別注意的是使用者在使用靈性服務後產生的變化，顯示出使用後

幸福感整體層面(F=1.266，p>.05)未達顯著性差異，其他各分層面也顯示未達顯著性

差異；惟「生活滿意」層面(F=3.048，p<.05)達顯著性差異；經事後比較發現各組間

沒有顯著差異，就平均數來看經濟月收入 60,001~80,000 元之使用者(M=20.00)高於收

入 80,001 元(含)以上者(M=19.40)及其他收入較低之使用者；顯示經濟收入的影響因

使用靈性服務後產生了改變。本研究之假設 2-6「不同經濟收入之服務使用者在幸福

感整體及分層面使用前後有顯著差異。」結果顯示使用靈性服務前整體幸福感層面及

各分層面均達顯著水準獲得支持。使用靈性服務後整體幸福感層面未達顯著水準未獲

得支持，僅在「生活滿意」分層面達到顯著水準，但各組間沒有顯著差異。 

表 4-3-4 不同婚姻狀況、經濟收入變項之服務使用者在靈性服務項目使用前後之變異數分析表 

變

項 
屬性 正向情緒 生活滿意 和諧人際 身心健康 自我實現 幸福觀 整體幸福感

婚
姻
狀
況(

使
用
前) 

(1)未婚 13.65 13.47 20.79 8.95 14.92 8.54 80.42 
(2)已婚有配偶 14.67 14.19 21.62 9.49 16.11 8.79 84.73 
(3)同居 17.40 15.60 23.80 10.40 18.40 9.80 95.40 
(4)離婚或分居 12.19 12.10 18.74 8.03 13.81 8.00 72.87 
(5)喪偶或其他 13.87 13.57 22.20 9.00 15.36 8.64 81.25 
總和 14.20 13.82 21.23 9.22 15.59 8.67 82.57 
F 值 5.090*** 

(2)>(4) 
3.180* 
(2)>(4) 

5.617*** 
(3)>(5)>(2)

>(1)>(4) 

3.746** 
(2)>(4) 

6.731*** 
(3)>(4)、 

(2)>(1)>(4) 

2.314 6.030*** 
(2)>(4) 
(3)>(4) 

婚
姻
狀
況(

使
用
後) 

(1)未婚 19.25 17.95 25.82 12.21 19.17 10.68 105.43 
(2)已婚有配偶 20.10 18.50 26.23 12.75 19.78 10.90 107.99 
(3)同居 21.00 20.00 27.20 13.20 20.80 10.80 113.00 
(4)離婚或分居 18.45 16.90 25.00 11.84 18.23 10.61 100.87 
(5)喪偶或其他 21.04 19.78 28.24 13.67 20.50 10.73 114.05 
總和 19.81 18.33 26.14 12.59 19.55 10.81 107.11 
F 值 3.874** 

n.s. 
3.208* 
n.s. 

2.807* 
(5)>(4) 

3.694** 
n.s. 

3.382** 
n.s. 

.609 
 

3.296*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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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濟
月
收
入(

使
用
前) 

(1)10,000 元(含)以下 14.08 13.54 21.13 9.02 14.87 8.88 80.64 
(2)10,001~20,000 元 13.13 12.57 21.13 8.64 14.77 8.21 77.94 
(3)20,001~40,000 元 13.55 13.06 20.66 8.92 15.04 8.55 79.72 
(4)40,001~60,000 元 14.51 14.17 21.22 9.47 15.95 8.58 84.05 
(5)60,001~80,000 元 14.90 15.48 21.06 9.29 16.19 8.97 86.57 
(6)80,001 元(含)以上 16.49 16.43 23.32 10.38 17.89 9.32 93.91 
總和 14.12 13.75 21.17 9.16 15.51 8.65 82.27 

F 值 

5.192*** 
(6)>(4)>(1)

>(3)>(2)、 

(5)>(3)>(2) 

8.806*** 
(6)>(4)>(1)

>(3)>(2)、

(5)>(3)>(2)

3.018* 
(6)>(3) 

3.402** 
(6)>(3)>(2)

6.754*** 
(6)>(4)>(3)

>(1)>(2) 

2.488* 
(6)>(3)>(2) 

6.955*** 
(6)>(4)>(1) 

>(3)>(2) 

經
濟
月
收
入(

使
用
後) 

(1)10,000 元(含)以下 18.98 17.55 25.60 12.17 18.85 10.75 103.61 
(2)10,001~20,000 元 19.48 18.08 26.21 12.22 19.08 10.36 105.10 
(3)20,001~40,000 元 19.71 17.98 25.90 12.53 19.49 10.88 106.72 
(4)40,001~60,000 元 20.01 18.37 26.51 12.71 19.72 10.83 107.88 
(5)60,001~80,000 元 20.68 20.00 26.33 13.03 19.90 11.06 110.80 
(6)80,001 元(含)以上 20.08 19.40 26.27 12.84 20.28 10.86 109.21 
總和 19.76 18.30 26.09 12.55 19.51 10.80 106.90 

F 值 
1.325 3.048* 

n.s. 
.497 1.115 1.445 1.385 1.266 

註 1：進行變異數同質性測試、變異數分析，以雪費法(Scheffe′)或杜納(Dunnett T3) 檢定進行事後比較。 
註 2：* p<.05 ** p<.01 ***p<.001。n.s.代表經 Scheffe′、Dunnett T3 事後比較法檢定之結果未顯著。 

表 4-3-5 顯示不同職業變項之服務使用者，使用靈性服務前幸福感整體層面

(F=1.341，p>.05)未達顯著性差異；「正向情緒」層面(F=1.915，p<.05)達顯著性差異；

經事後比較發現各組間沒有顯著差異，「生活滿意」層面(F=2.786，p<.01)達顯著性差

異；經事後比較發現從事文化/教育/教師之使用者(M=15.09)及退休人員(M=13.34)幸

福感高於從事服務業之使用者(M=12.41)。使用靈性服務後幸福感整體層面(F=1.386，

p>.05)未達顯著性差異；在「正向情緒」層面(F=2.183，p<.05)、「生活滿意」層面(F=2.116，

p<.05)達顯著性差異；經事後比較發現各組間沒有顯著差異。本研究之假設 2-8「不

同職業之服務使用者在幸福感整體及分層面上使用前後有顯著差異。」結果顯示使用

靈性服務前生活滿意層面達顯著水準獲得支持。使用靈性服務後整體幸福感層面和各

分層面未達顯著水準未獲得支持。 

就擔任本研究機構中之不同職務之使用者，於使用靈性服務前幸福感整體層面

(F=5.382，p<.01)有顯著性差異；經事後比較發現顯示無職務者(M=84.28)高於志工

(M=82.74)、職工與約聘職工(M=75.63)；在各分層面「正向情緒」(F=4.685，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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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面、「生活滿意」(F=6.160，p<.01) 、「身心健康」(F=4.155，p<.05) 、「自我實現」

(F=4.588，p<.05)層面有顯著差異，經事後比較發現顯示無職務者高於志工、職工與

約聘職工。值得注意的是服務使用者在使用靈性服務後顯示幸福感整體層面(F=7.216，

p<.001)有顯著性差異；經事後比較發現顯示職工與約聘職工(M=110.72)高於志工

(M=108.36)及無職務者(M=102.93)；各分層面均有顯著性差異；「正向情緒」(F=8.892，

P<.001)、「生活滿意」(F=5.419，p<.01) 、「和諧人際」(F=6.591，p<.01)、「身心健康」

(F=7.393，p<.001)、「自我實現」(F=7.050，p<.001) 、「幸福觀」(F=9.131，p<.001)

層面顯示有顯著差異，經事後比較發現與使用前相反的結果；顯示職工與約聘職工高

於志工、志工高於無職務者。本研究之假設 2-9「擔任不同職務之服務使用者在幸福

感整體及分層面使用前後有顯著差異。」結果顯示使用靈性服務前整體幸福感層面和

四個分層面達顯著水準獲得支持。使用靈性服務後整體幸福感層面和各分層面達顯著

水準獲得支持。 

表 4-3-5 不同職業、擔任職務變項之服務使用者在靈性服務項目使用前後之變異數分析表 
變
項 

屬性 正向情緒 生活滿意 和諧人際 身心健康 自我實現 幸福觀 
整體 
幸福感 

職
業(
使
用
前) 

(1)學生 14.73 14.93 21.47 10.00 15.60 9.67 86.40 
(2)軍警公營公務人員 14.00 13.65 21.44 9.32 16.11 8.89 83.00 
(3)文化/教育/教師 14.35 15.09 20.96 8.83 15.74 8.74 83.70 
(4)工業/商業 14.17 14.02 21.22 9.45 15.75 8.52 83.10 
(5)服務業 13.11 12.41 21.44 8.78 15.31 8.96 80.19 
(6)自由業 13.58 13.00 20.43 8.95 14.96 8.39 79.39 
(7)退休人員 15.39 13.34 21.50 9.13 15.31 8.75 83.97 
(8)家管 15.61 15.14 22.09 10.08 16.75 8.92 88.44 
(9)約聘僱/臨時人員 14.56 14.71 21.83 9.25 15.68 8.68 83.52 
(10)其他 13.00 13.22 21.17 8.17 16.00 8.61 80.17 
總和 14.19 13.83 21.20 9.21 15.59 8.66 82.57 
F 值 1.915* 

n.s. 
2.786** 
(3)>(5) 
(7)>(5) 

.893 1.644 1.176 1.208 1.341 

職
業(

使
用
後) 

(1)學生 20.07 18.40 27.14 12.93 20.43 10.86 110.21 
(2)軍警公營公務人員 18.89 17.83 24.06 12.11 18.47 10.79 104.13 
(3)文化/教育/教師 20.30 19.17 26.61 12.30 20.04 11.00 109.43 
(4)工業/商業 19.27 17.91 25.90 12.55 19.40 10.64 105.37 
(5)服務業 17.93 16.19 25.37 11.67 18.46 10.56 99.38 
(6)自由業 20.04 18.21 26.04 12.80 19.77 10.92 107.84 
(7)退休人員 20.39 18.88 26.69 12.94 19.91 10.78 109.19 
(8)家管 20.32 18.97 26.49 12.86 19.86 10.86 109.29 
(9)約聘僱/臨時人員 20.56 19.12 26.67 12.76 19.42 10.86 10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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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其他 19.56 18.78 26.83 11.89 19.67 10.94 107.67 
總和 19.79 18.31 26.15 12.59 19.56 10.81 107.14 
F 值 2.183* 

n.s. 
2.116* 
n.s. 

1.218 1.284 1.144 .397 1.386 

擔
任
職
務(

使
用
前) 

(1)無職務 14.47 14.29 21.52 9.23 15.90 8.88 84.28 
(2)志工 14.32 13.85 21.24 9.38 15.61 8.60 82.74 
(3)職工與約聘職工 12.62 12.18 20.11 8.31 14.26 8.22 75.63 
總和 14.18 13.80 21.20 9.22 15.56 8.65 82.44 
F 值 4.685** 

(1)>(2)>(3) 
6.160** 
(1)>(2)>(3)

2.374 4.155* 
(2)>(3) 

4.588* 
(1)>(2)>(3) 

2.884 5.382** 
(1)>(2)>(3) 

擔
任
職
務(

使
用
後) 

(1)無職務 18.86 17.50 25.14 12.00 18.77 10.37 102.93 
(2)志工 20.09 18.53 26.44 12.77 19.78 11.00 108.36 
(3)職工與約聘職工 20.78 19.13 26.96 13.13 20.28 11.00 110.72 
總和 19.78 18.27 26.10 12.57 19.52 10.80 106.93 
F 值 8.892*** 

(3)>(2)>(1) 
5.419** 
(3)>(2)>(1)

6.591** 
(3)>(2)>(1)

7.393*** 
(3)>(2)>(1)

7.050*** 
(3)>(2)>(1) 

9.131*** 
(3)>(1) 
(2)>(1) 

7.216*** 
(3)>(2)>(1) 

註 1：進行變異數同質性測試、變異數分析，以雪費法(Scheffe′)或杜納(Dunnett T3) 檢定進行事後比較。 
註 2：* p<.05 ** p<.01 ***p<.001。n.s.代表經 Scheffe′、Dunnett T3 事後比較法檢定之結果未顯著。 

表 4-3-6 顯示研究機構中不同會員年資變項之服務使用者，於靈性服務使用前幸

福感整體層面(F=.662，p>.05)及各分層面均未達顯著性差異。在使用靈性服務後幸福

感整體層面(F=3.555，p<.001)有顯著性差異；經事後比較發現顯示年資 8 年以上之使

用者(M=113.89)高於年資 1 年以下(M=102.13)與年資 1~2 年之使用者(M=102.21)；在

各分層面「正向情緒」(F=3.160，p<.01)層面、「生活滿意」(F=4.499，p<.001)、「和諧

人際」(F=3.858，p<.001)、「身心健康」(F=3.406，p<.001)、「幸福觀」(F=3.025，p<.01)

層面均有顯著差異，經事後比較發現顯示年資 8 年以上之使用者均高於年資 1 年以下

與年資 1~2 年之使用者。本研究之假設 2-10「不同會員年資之服務使用者在幸福感

整體及分層面使用前後有顯著差異。」結果顯示使用靈性服務前整體幸福感層面和各

分層面未達顯著水準沒有獲得支持。使用靈性服務後整體幸福感層面和五個分層面均

達顯著水準獲得支持。 

就每月不同接觸頻率之服務使用者，使用靈性服務前幸福感整體層面(F=3.368，

p<.001)有顯著性差異；經事後比較發現顯示接觸頻率 16~20 次之使用者(M=85.46)高

於接觸頻率 20 次以上之使用者(M=78.64)；在「生活滿意」(F=2.713，p<.05)層面有

顯著性差異；經事後比較發現各組間沒有差異，在「自我實現」(F=5.944，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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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面有顯著性差異；經事後比較發現接觸頻率 5~10 次之使用者(M=16.23)高於接觸頻

率 20 次以上之使用者(M=14.61)。使用靈性服務後幸福感整體層面(F=3.409，p<.01)

和各分層面均有顯著性差異；經事後比較發現與使用靈性服務前之結果相異，顯示接

觸頻率頻率 20 次以上之使用者均高於其他接觸頻率之使用者。本研究之假設 2-11「不

同接觸頻率之服務使用者在幸福感整體及分層面使用前後有顯著差異。」結果顯示使

用靈性服務前整體幸福感層面和二個分層面達顯著水準獲得支持。使用靈性服務後整

體幸福感層面和各分層面皆達顯著水準獲得支持。 

表 4-3-6 不同會員年資、每月接觸頻率變項之服務使用者在靈性服務項目使用前後之變異數分析表 

變

項 
屬性 正向情緒 生活滿意 和諧人際 身心健康 自我實現 幸福觀 

整體 
幸福感 

會
員
年
資(

使
用
前) 

(1) 1 年以下 14.97 14.12 22.01 9.68 16.07 9.03 85.57 
(2) 1~2 年 13.95 13.52 21.33 9.07 15.64 8.51 81.64 
(3) 2~3 年 13.98 13.87 20.88 8.85 15.58 8.65 81.61 
(4) 3~4 年 14.50 14.41 21.67 9.24 15.58 8.82 83.88 
(5) 4~5 年 14.18 13.51 20.33 9.05 15.00 8.44 80.51 
(6) 5~6 年 13.43 13.57 20.47 9.08 15.47 8.42 81.06 
(7) 6~7 年 14.29 13.58 20.97 8.95 15.03 8.31 79.87 
(8) 7~8 年 13.59 13.47 21.06 9.33 15.41 8.76 81.93 
(9) 8 年以上 14.18 14.02 21.38 9.50 15.65 8.63 83.35 
總和 14.17 13.81 21.20 9.22 15.55 8.64 82.44 
F 值 .768 .369 .964 .756 .526 .901 .662 

會
員
年
資(

使
用
後) 

(1) 1 年以下 18.86 17.08 24.94 12.14 18.97 10.40 102.13 
(2) 1~2 年 18.91 17.05 25.20 11.88 18.91 10.28 102.21 
(3) 2~3 年 19.76 18.33 26.49 12.38 19.38 11.00 107.24 
(4) 3~4 年 19.48 18.09 26.09 12.74 19.32 10.91 106.58 
(5) 4~5 年 19.80 18.10 25.15 12.08 19.48 10.88 105.74 
(6) 5~6 年 19.56 18.83 25.53 12.76 19.67 10.86 108.03 
(7) 6~7 年 20.30 18.81 27.14 13.05 19.44 10.86 108.88 
(8) 7~8 年 20.68 18.88 26.97 13.33 20.34 10.88 110.37 
(9) 8 年以上 21.16 20.07 27.72 13.36 20.47 11.35 113.89 
總和 19.79 18.29 26.09 12.58 19.51 10.80 106.95 
F 值 3.160** 

(9)>(1) 
(9)>(2) 

4.499*** 
(9)>(1) 
(9)>(2) 

3.858*** 
(9)>(1) 
 

3.406*** 
(9)>(1) 
(9)>(2) 

1.838 3.025** 
(9)>(1) 
(9)>(2) 

3.555*** 
(9)>(1) 
(9)>(2) 

每
月
接
觸
頻
率(

使
用
前) 

(1) 5 次以下 14.55 14.31 21.39 9.47 15.21 8.45 83.07 
(2) 5~10 次 14.65 14.53 21.48 9.33 16.23 8.76 84.81 
(3) 11~15 次 14.07 13.91 21.56 9.18 15.93 8.73 83.65 
(4) 16~20 次 14.90 14.33 21.69 9.59 16.40 8.74 85.46 
(5) 20 次以上 13.58 13.07 20.49 8.93 14.61 8.56 78.64 
總和 14.19 13.82 21.21 9.22 15.58 8.66 8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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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

項 
屬性 正向情緒 生活滿意 和諧人際 身心健康 自我實現 幸福觀 

整體 
幸福感 

F 值 2.082 2.713* 
n.s. 

1.916 1.276 5.944*** 
(2)>(5) 
(3)>(5) 
(4)>(5) 

.377 3.368** 
(4)>(5) 

每
月
接
觸
頻
率(

使
用
後) 

(1) 5 次以下 18.38 16.62 24.71 11.50 17.90 10.37 100.23 
(2) 5~10 次 19.22 17.48 25.06 12.02 19.26 10.49 103.17 
(3) 11~15 次 19.62 18.31 26.11 12.58 19.49 10.66 106.75 
(4) 16~20 次 19.81 18.32 26.37 12.64 19.66 10.78 107.32 
(5) 20 次以上 20.41 18.89 26.62 12.99 19.96 11.10 109.78 
總和 19.80 18.29 26.12 12.59 19.54 10.80 107.03 
F 值 3.240* 

(5)>(1) 
3.504** 
(5)>(1) 

2.782* 
n.s. 

4.176** 
(5)>(1) 
(5)>(2) 

3.482** 
(5)>(1) 
(4)>(1) 
(3)>(1) 

3.182* 
n.s. 

3.409** 
(5)>(1) 
(5)>(2) 

註 1：進行變異數同質性測試、變異數分析，以雪費法(Scheffe′)或杜納(Dunnett T3) 檢定進行事後比較。 
註 2：* p<.05 ** p<.01 ***p<.001。n.s.代表經 Scheffe′、Dunnett T3 事後比較法檢定之結果未顯著。 

貳、綜合討論 

本節主要以平均數、標準差及 Z 檢定、T 檢定、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探討服務使用

者使用靈性服務前後幸福感之成長變化，及不同背景變項於使用靈性服務前後對幸福

感整體與各分層面之差異。從分析結果得知使用靈性服務後服務使用者的幸福感大幅

提升；就個人背景變項影響幸福感各層面現況，發現使用後背景因素之影響減少，因

背景因素之特質產生的幸福感差異；使用前於性別、年齡、教育程度、婚姻狀況、子

女狀況、經濟收入、宗教信仰、職業、擔任職務、每月接觸頻率對整體與部分層面有

顯著差異。而使用靈性服務後僅於子女狀況、宗教信仰、擔任職務、會員年資、每月

接觸頻率背景變項對部分層面有所差異，且顯見其不同族群對靈性和幸福感的重視與

需求不同。 

因此得知不同背景變項之使用者，不因其族群特性之不同，均可於使用靈性服務

後提升其幸福感，因此顯見靈性服務可影響普羅大眾幸福感提升，其結果歸納如下表

4-3-7。綜合上述結果發現，假設二、「不同背景之服務使用者在幸福感整體層面及分

層面使用靈性服務前後有顯著差異。」使用前後背景變項對部分層面有顯著差異，獲

得部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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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7 不同背景變項之服務使用者靈性服務項目使用前後幸福感整體與各層面差異摘要表 

註：n.s.代表經 Scheffe′、Dunnett T3 事後比較法檢定之結果未顯著。 

(使用靈性項目前) 

 

背景變項  
正向情緒 生活滿意 和諧人際 身心健康 自我實現 幸福觀 

整體 

幸福感 

性別    男性>女性    

年齡 n.s.   

66 歲以上> 
36~45 歲、 

56~65 歲
>36~45 歲

n.s.  n.s. 

教育程度  
研究所(含)以
上>高中(職) 

  
研究所(含)以
上>高中(職) 

 n.s. 

婚姻狀況 
已婚>離婚或

分居 
已婚>離婚或

分居 

同居>喪偶>已
婚>未婚>離婚

或分居 

已婚>離婚或
分居 

同居>離婚或
分居、已婚>
未婚>離婚或

分居

 
已婚>離婚或
分居、同居>
離婚或分居 

子女狀況     有>無   

經濟收入 

8 萬>4~6 萬> 
1 萬以下>2~4
萬>1~2 萬、

6~8 萬>2~4 萬
>1~2 萬 

8 萬>4~6 萬> 
1 萬以下>2~4
萬>1~2 萬、

6~8 萬>2~4 萬
>1~2 萬 

8 萬> 
2~4 萬 

8 萬> 
2~4 萬>1~2 萬

8 萬>4~6 萬> 
2~4 萬>1 萬以
下>1~2 萬 

8 萬> 
2~4 萬>1~2 萬

8 萬>4~6 萬>
1 萬以下>2~4
萬>1~2 萬 

宗教信仰 有>無 有>無 有>無 有>無 有>無 有>無 有>無 

職業 n.s. 

文化/教育/教
師>服務業、 
退休人員> 
服務業 

     

擔任職務 
無職務>志工 

>職工 
無職務>志工 

>職工 
 志工>職工 無職務>志工 

>職工
 無職務>志工

>職工

會員年資        

接觸頻率  n.s.   

5~10 次> 
20 次以上、
11~15 次>20
次以上、16~20
次>20次以上、 

 
16~20 次> 
20 次以上 

(使用靈性項目後) 

性別        

年齡 n.s.       

教育程度        

婚姻狀況 n.s. n.s. 
喪偶>離婚或

分居
n.s. n.s.  

喪偶>離婚或
分居

子女狀況 有>無       

經濟收入  n.s.      

宗教信仰   無>有 無>有  無>有  

職業 n.s. n.s.      

擔任職務 
職工>志工 

>無職務 
職工>志工 

>無職務 
職工>志工 

>無職務 
職工>志工 

>無職務 
職工>志工 

>無職務 
職工>無職務 
志工>無職務 

職工>志工 

>無職務 

會員年資 
8 年以上>1 年

以下、8 年以

上>1~2 年 

8 年以上>1 年

以下、8 年以

上>1~2 年 

8 年以上>1 年

以下 

8 年以上>1 年

以下、8 年以

上>1~2 年 
 

8 年以上>1 年

以下、8 年以

上>1~2 年 

8 年以上>1 年

以下、8 年以

上>1~2 年 

接觸頻率 
20 次以上> 

5 次以下 
20 次以上> 

5 次以下 
n.s. 

20 次以上> 

5 次以下、 
20 次以上

>5~10 次 

20 次以上> 

5 次以下、

16~20 次> 

5 次以下、

11~15 次> 

5 次以下 

n.s. 

20 次以上> 

5 次以下、 

20 次以上

>5~10 次 

分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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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節 服務使用者靈性成長與幸福感之相關分析 

本節主要探討非營利組織服務使用者，使用靈性服務前後之靈性成長整體層面及

「靈格提升~智慧湧現」、「活出意義~超越逆境」、「與人締結~自利利他」、「靈性健康

~身心和諧」、「明心見性~正確信念」、「靈和相處~圓滿人生」六個層面與幸福感整體

及「正向情緒」、「生活滿意」、「和諧人際」、「身心健康」、「自我實現」、「幸福觀」六

個層面間之相關，並透過皮爾遜積差相關法進行分析，以考驗「假設三、服務使用者

靈性成長與幸福感有顯著相關」。 

壹、服務使用者靈性成長與幸福感之相關性 

一、服務使用者使用靈性服務前靈性成長與幸福感之相關分析 

就表 4-4-1 分析可知，非營利組織服務使用者在使用靈性服務前之整體靈性成長

與整體幸福感(r=.763，p<.001)有高度正相關，而「正向情緒」(r=.690，p<.001)、「生

活滿意」(r=.576，p<.001)、「和諧人際」(r=.667，p<.001)、「身心健康」(r=.633，p<.001)、

「自我實現」(r=.640，p<.001)、「幸福觀」(r=.631，p<.001)六個層面均呈顯著中度正

相關，顯示服務使用者使用靈性服務前靈性狀態越好，其正向情緒、生活滿意、和諧

人際、身心健康、自我實現、幸福觀及整體幸福感也會趨於正向。 

須注意的是非營利服務使用者使用靈性服務前，靈性成長層面中「明心見性~正

確信念」的相關性影響是較低的，其對「整體幸福感」(r=.116，p<.001)及「和諧人際」

(r=.118，p<.001)、「身心健康」(r=.158，p<.001)兩個層面呈低度正相關，顯示服務使

用者使用靈性服務前「明心見性~正確信念」層面的認知觀念有低度相關，可影響和

諧人際、身心健康及整體幸福感趨於正向，而在「正向情緒」、「生活滿意」、「自我實

現」、「幸福觀」等四個層面則顯示未達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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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分析可知在整體靈性成長和靈性各分層面均對幸福感各層面有顯著正相關，尤

其以「活出意義~超越逆境」的狀態影響幸福感整體及正向情緒為高度相關。 

表 4-4-1 靈性成長與幸福感之相關分析摘要表(使用前) 

      

幸福感 

整體 

靈性成長 

靈格提升

智慧湧現

活出意義

超越逆境

與人締結

自利利他

靈性健康

身心和諧

明心見性

正確信念 

靈和相處

圓滿人生

整體幸福感 .763*** .612*** .737*** .599*** .572*** .116* .493*** 

正向情緒 .690*** .610*** .723*** .477*** .517*** .087 .393*** 

生活滿意 .567*** .485*** .571*** .444*** .420*** .044 .364*** 

和諧人際 .667*** .525*** .613*** .617*** .461*** .118* .413*** 

身心健康 .633*** .533*** .618*** .407*** .492*** .158*** .351*** 

自我實現 .640*** .482*** .623*** .537*** .485*** .076 .409*** 

幸福觀 .631*** .414*** .450*** .458*** .530*** .078 .672*** 

註：* p<.05  ** p<.01  ***p<.001 

二、服務使用者使用靈性服務後靈性成長與幸福感之相關分析 

非營利服務使用者使用靈性服務後的靈性成長和幸福感之相關分析，詳列如下表

4-4-2。整體靈性成長對整體幸福感(r=.789，p<.001)達顯著高度正相關，對「正向情

緒」(r=.730，p<.001)、「生活滿意」(r=.630，p<.001)、「和諧人際」(r=.717，p<.001)、

「身心健康」(r=.669，p<.001)、「自我實現」(r=.697，p<.001)、「幸福觀」(r=.710，

p<.001)等六個層面均呈顯著中高度正相關，顯示服務使用者使用靈性服務後，其靈性

狀態成長越好，其整體幸福感及正向情緒、生活滿意、和諧人際、身心健康、自我實

現、幸福觀就愈趨於正向。 

服務使用者使用靈性服務前與幸福感部分層面無顯著相關連之「明心見性~正確

信念」層面，在使用靈性服務後，對整體幸福感(r=.206，p<.001)及「正向情緒」(r=.208，

p<.001)、「生活滿意」(r=.167，p<.001)、「和諧人際」(r=.186，p<.001)、「身心健康」

(r=.132，p<.001)、「自我實現」(r=.192，p<.001)、「幸福觀」(r=.226，p<.001)六個層

面均顯示低度正相關，表示服務使用者於使用靈性服務後「明心見性~正確信念」層

面認知觀念獲得提升，其整體幸福感及正向情緒、生活滿意、和諧人際、身心健康、

自我實現、幸福觀層面趨於正向。 

靈性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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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分析可知使用者於使用靈性服務後，整體靈性成長和靈性各分層面均對幸

福感各層面有顯著正相關，其中整體靈性成長層面對整體幸福感、正向情緒、和諧人

際、幸福觀有顯著高度正相關；而「靈格提升~智慧湧現」、「與人締結~自利利他」層

面對整體幸福感有高度正相關；「活出意義~超越逆境」層面的狀態對整體幸福感及正

向情緒、和諧人際、身心健康、自我實現四個層面有高度正相關。 

表 4-4-2 靈性成長與幸福感之相關分析摘要表(使用後) 

      

幸福感 

整體 

靈性成長 

靈格提升

智慧湧現

活出意義

超越逆境

與人締結

自利利他

靈性健康

身心和諧

明心見性

正確信念 

靈和相處

圓滿人生

整體幸福感 .789*** .734*** .828*** .723*** .623*** .206*** .615*** 

正向情緒 .730*** .682*** .768*** .645*** .589*** .208*** .545*** 

生活滿意 .630*** .611*** .673*** .565*** .476*** .167*** .469*** 

和諧人際 .717*** .628*** .727*** .690*** .562*** .186*** .567*** 

身心健康 .669*** .668*** .727*** .607*** .524*** .132*** .483*** 

自我實現 .697*** .649*** .738*** .633*** .532*** .192*** .550*** 

幸福觀 .710*** .550*** .639*** .642*** .628*** .226*** .699*** 

註：* p<.05  ** p<.01  ***p<.001 

貳、綜合討論 

本節主要探討服務使用者使用靈性服務項目前後的靈性成長與幸福感之相關，從

上述分析可以得知，服務使用者使用靈性服務後，靈性成長層面對幸福感層面正相關

的部分，較使用靈性服務前增加更多高度正相關的層面，因此顯示使用靈性服務前靈

性雖對幸福感有正相關，但使用靈性服務後靈性大幅成長，因而對幸福感有更多的影

響性，因此靈性提升有助於幸福感的正面提升；其中「明心見性~正確信念」層面由

使用前沒有相關提升至低度相關，顯見有正確靈性觀念、價值觀，有助於幸福的提升。 

綜上所述，本研究服務使用者在使用靈性服務前「假設三、服務使用者靈性成長

與幸福感有顯著相關」部分層面達低中高度正相關顯著水準，部分獲得支持；使用靈

性服務後「假設三、服務使用者靈性成長與幸福感有顯著相關」各層面均達低中高度

正相關，有顯著水準獲得支持。 

 

靈性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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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靈性服務項目及背景變項對靈性成長之預測力 

本節主要目的探討九項靈性服務項目「放鬆訓練」、「降意識訓練」、「靜態、動態

之身心靈自我療癒課程」、「人際互動與靈性休閒」、「志願服務」、「美好品格與靈性能

量提升之檢定」、「靈性科學理論與課程」、「心靈諮詢服務」、「身心靈整合療法」對服

務使用者靈性成長整體與各面向之預測力。 

另個人背景變項中發現部分變項可影響靈性成長，因此欲了解使用哪些靈性服務

項目和個人背景變項對整體靈性成長產生差異，研究者將背景變項經由變異數分析和

相關分析得到對使用服務項目後整體靈性成長有顯著差異的「宗教信仰」、「擔任職務」、

「加入會員年資」和「每月接觸機構頻率」及九項靈性服務項目依重要性和滿意度的

分布順序及相關分析之顯著結果作為預測變項，以「靈性成長整體」及「靈格提升~

智慧湧現」、「活出意義~超越逆境」、「與人締結~自利利他」、「靈性健康~身心和諧」、

「明心見性~正確信念」、「靈和相處~圓滿人生」六個面向作為效標變項，再依序進行

逐步多元迴歸分析，探討其對靈性成長的聯合預測力，以了解各預測變項的聯合預測

功能。 

在逐步多元迴歸分析，研究者將「宗教信仰」、「加入機構年資」、「每月接觸機構

頻率」和「擔任職務」等類別變項轉換為虛擬變項(dummy variable)投入迴歸方程式，

分別是「有宗教信仰對無宗教信仰之虛擬變項」、「機構年資1年以下對4~5年之虛擬變

項」、「機構年資1~2年對4~5年之虛擬變項」、「機構年資8年以上對4~5年之虛擬變項」

以及「接觸頻率5次以下對11~15次之虛擬變項」、「接觸頻率20次以上對11~15次之虛

擬變項」、「擔任志工對無擔任職務之虛擬變項」、「擔任職工對無擔任職務之虛擬變項」；

在靈性服務項目方面，分別以九項靈性服務項目「無使用對有使用之虛擬變項」，將

九項靈性服務之虛擬變項以其原始分數投入，以利統計分析的進行，茲將其分析的結

果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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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靈性服務項目及背景變項對靈性成長之預測分析 

一、對「整體靈性成長」的預測分析 

服務使用者使用靈性服務與個人背景變項對「整體靈性成長」的逐步多元迴歸分

析結果如表 4-5-1，顯示使用「靜態、動態身心靈自我療育課程」(β=.133，t=2.641，

p<.01)此服務項目對整體靈性成長之解釋力達顯著水準；與個人變項「年資八年以上」、

「無宗教信仰」、「接觸頻率 20 次以上」、「年資 1~2 年」、「擔任志工」共六個變項可

解釋依變項 11.6%的變異。在共線性診斷中，其 VIF 值介於 1.036~1.108，CI 值介於

1~25.645；沒有共線性問題。進一步檢視個別解釋力發現「年資 1~2 年」(β=-.106，

t=-2.095，p<.05)之 β係數為負向，顯示因年資較短，所以對整體靈性成長的體會掌握

較差，其他預測變項對整體靈性成長為正向，表示能增進整體靈性成長的提升程度。 

表 4-5-1 靈性服務與背景變項對「整體靈性成長」的逐步多元迴歸分析表 
背景變項 
&靈性服務 

R R² adjR² F 值 B Se β T 

常數     85.655 4.879  17.554***
年資八年以上 .183 .034 .034 12.669*** 4.181 1.675 .130 2.495* 
無宗教信仰 .246 .061 .027 11.769*** 3.681 1.733 .111 2.124* 
靜動態療育課程 .289 .083 .023 10.993*** 12.664 4.795 .133 2.641** 
接觸頻率 20 次以上 .308 .095 .012 9.492*** 2.673 1.207 .115 2.215* 
年資 1~2 年 .325 .106 .011 8.535*** -3.327 1.588 -.106 -2.095* 
擔任志工 .340 .117 .010 7.862*** 2.368 1.166 .105 2.031* 

標準化迴歸方程式如下： 
Y「整體靈性成長」=.130×(年資八年以上)+.111×(無宗教信仰)+.133×(有使用靜動態身心靈自我療癒

課程)+.115×(接觸頻率 20 次以上)-.106×(年資 1~2 年)+.105×(擔任志工) 
原始化迴歸方程式如下： 
Y「整體靈性成長」=85.655+4.181×(年資八年以上)+3.681×(無宗教信仰)+12.664×(有使用靜動態身

心靈自我療癒課程 )+2.673×( 接觸頻率 20 次以上 )-3.327×( 年資 1~2
年)+2.368×(擔任志工) 

註：* p<.05  ** p<.01  ***p<.001 

二、對靈性成長「靈格提升~智慧湧現」層面的預測分析 

服務使用者使用靈性服務與個人背景變項對「靈格提升~智慧湧現」層面的逐步

多元迴歸分析結果如表 4-5-2，顯示使用「美好品格與靈性能量提升之檢定」(β=.138，

t=2.606，p<.01)、「靜態、動態身心靈自我療育課程」(β=.109，t=2.066，p<.05)兩個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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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項目對此層面之解釋力達顯著水準；個人變項「年資八年以上」、「接觸頻率 20 次

以上」共四個變項能解釋依變項 10.5%的變異。在共線性診斷中，其 VIF 值介於

1.056~1.206，CI 值介於 1~20.235；無共線性問題。從標準化迴歸 β 係數來看，顯示

四個預測變項為正面，能增進對靈性成長「靈格提升~智慧湧現」層面的提升程度。 

表 4-5-2 靈性服務與背景變項對「靈格提升~智慧湧現」層面的逐步多元迴歸分析表 

背景變項 
&靈性服務 

R R² adjR² F 值 B Se β T 

常數     13.373 .821  16.295***
年資八年以上 .212 .045 .045 18.201*** 1.047 .317 .164 3.300*** 
品格與能量檢定 .281 .079 .034 16.555*** 1.400 .537 .138 2.606** 
接觸頻率 20 次以上 .308 .095 .016 13.460*** .592 .234 .126 2.531* 
靜動態療育課程 .324 .105 .010 11.247*** 1.839 .890 .109 2.066* 

標準化迴歸方程式如下： 
Y「靈格提升~智慧湧現」=.164×(年資八年以上)+.138×(品格與能量檢定)+.126×(接觸頻率 20 次以上) 

+.109×(靜動態療育課程) 
原始化迴歸方程式如下： 
Y「靈格提升~智慧湧現」=13.373+1.047×(年資八年以上)+1.400×(品格與能量檢定)+.592×(接觸頻率

20 次以上) +1.839×(靜動態療育課程) 
註：* p<.05  ** p<.01  ***p<.001 

三、對靈性成長「活出意義~超越逆境」層面的預測分析 

服務使用者使用靈性服務與個人背景變項對「活出意義~超越逆境」層面的逐步

多元迴歸分析結果如表 4-5-3，顯示使用「靈性科學理論與課程」(β=.122，t=2.496，

p<.05)項目對此層面之解釋力達顯著水準；與「年資八年以上」、「接觸頻率 20 次以上」

共三個變項能解釋依變項 6.2%的變異。在共線性診斷中，其 VIF 值介於 1.011~1.067，

CI 值介於 1~17.576；沒有共線性問題。 

從標準化迴歸 β係數來看，顯示三個預測變項為正面的，參與靈性科學理論與課

程、年資八年以上與每月至研究機構 20 次以上能增進對靈性成長之「活出意義~超越

逆境」層面的成長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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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3 靈性服務與背景變項對「活出意義~超越逆境」層面的逐步多元迴歸分析表 
背景變項 
&靈性服務 

R R² adjR² F 值 B Se β T 

常數     17.714 1.004  17.640***
年資八年以上 .184 .034 .034 13.935*** 1.194 .394 .152 3.028** 
靈性科學理論與課程 .226 .051 .017 10.673*** 2.542 1.019 .122 2.496* 
接觸頻率 20 次以上 .250 .062 .011 8.722*** .622 .289 .108 2.150* 
標準化迴歸方程式如下： 
Y「活出意義~超越逆境」=.152×(年資八年以上)+.122×(靈性科學理論與課程)+.108×(接觸頻率 20

次以上)  
原始化迴歸方程式如下： 
Y「活出意義~超越逆境」=17.714+1.194×(年資八年以上)+2.542×(靈性科學理論與課程)+.622×(接觸

頻率 20 次以上) 
註：* p<.05  ** p<.01  ***p<.001 

四、對靈性成長「與人締結~自利利他」層面的預測分析 

服務使用者使用靈性服務與個人背景變項對「與人締結~自利利他」層面的逐步

多元迴歸分析結果如表 4-5-4，顯示使用「靜態、動態身心靈自我療育課程」(β=.166，

t=3.342，p<.001)靈性服務項目對此層面之解釋力達顯著水準；與「年資 1~2 年」、「接

觸頻率 20 次以上」共三個變項能解釋依變項 6.2%的變異。在共線性診斷中，其 VIF

值介於 1.009~1.013，CI 值介於 1~15.976；沒有共線性問題。進一步檢視個別解釋力

其「年資 1~2 年」(β=-.132，t=-2.660，p<.01)的 β係數為負值，顯示年資較短對此層

面較無體會且對課程內涵與掌控實踐較差，而其他二個預測變項為正面的，能增進靈

性成長「與人締結~自利利他」層面的提升程度。 

表 4-5-4 靈性服務與背景變項對「與人締結~自利利他」層面的逐步多元迴歸分析表 

背景變項 

&靈性服務 
R R² adjR² F 值 B Se β T 

常數     18.048 .851  21.203***

靜動態療育課程 .166 .028 .028 10.991*** 2.885 .863 .166 3.342*** 

年資 1~2 年 .219 .048 .020 9.728*** -.952 .358 -.132 -2.660** 

接觸頻率 20 次以上 .249 .062 .014 8.447*** .612 .258 .118 2.377* 

標準化迴歸方程式如下： 

Y「與人締結~自利利他」=.166×(靜動態療育課程)-.132×(年資 1~2 年)+.118×(接觸頻率 20 次以上) 

原始化迴歸方程式如下： 

Y「與人締結~自利利他」=18.048+.2.885×(靜動態療育課程)-.952×(年資 1~2 年)+..612×(接觸頻率 20

次以上) 

註：* p<.05  **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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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對靈性成長「靈性健康~身心和諧」層面的預測分析 

服務使用者使用靈性服務與個人背景變項對「靈性健康~身心和諧」層面的逐步

多元迴歸分析結果如表 4-5-5，顯示使用「靈性科學理論與課程」(β=.158，t=3.208，

p<.001) 靈性服務項目對此層面之解釋力達顯著水準；與「接觸頻率 20 次以上」、「年

資 1~2 年」共三個變項能解釋依變項 6.1%的變異。在共線性診斷中，其 VIF 值介於

1.011~1.017，CI 值介於 1~17.303；沒有共線性問題。進一步檢視個別解釋力「年資

1~2 年」(β=-.108，t=-2.204，p<.05)的 β 係數為負值，顯示年資較短對此層面較無體

會實踐力較差，而其他二個預測變項為正面，能增進靈性成長「靈性健康~身心和諧」

層面的提升程度。 

表 4-5-5 靈性服務與背景變項對「靈性提升~身心和諧」層面的逐步多元迴歸分析表 
背景變項 
&靈性服務 

R R² adjR² F 值 B Se β T 

常數     12.026 .697  17.242***
靈性科學理論與課程 .176 .031 .031 12.632*** 2.257 .704 .158 3.208*** 
接觸頻率 20 次以上 .221 .049 .018 10.086*** .494 .196 .125 2.523* 
年資 1~2 年 .246 .061 .012 8.409*** -.590 .268 -.108 -2.204* 
標準化迴歸方程式如下： 
Y「靈性健康~身心和諧」=.158×(靈性科學理論與課程)+.125×(接觸頻率 20 次以上)-.108×(年資 1~2

年) 
原始化迴歸方程式如下： 
Y「靈性健康~身心和諧」=12.026+2.257×(靈性科學理論與課程)+.494×(接觸頻率 20 次以上)-.590×(年

資 1~2 年) 
註：* p<.05  ** p<.01  ***p<.001 

六、對靈性成長「明心見性~正確信念」層面的預測分析 

服務使用者使用靈性服務與個人背景變項對「明心見性~正確信念」層面的逐步

多元迴歸分析結果如表 4-5-6，顯示「無宗教信仰」、「擔任職工」、「擔任志工」共三

個變項能解釋依變項 12.5%的變異；此層面無靈性服務項目具解釋力。在共線性診斷

中，其 VIF 值介於 1.146~1.385，CI 值介於 1~6.392；沒有共線性問題。檢視個別解

釋力其背景變項「無宗教信仰」(β=.257，t=5.023，p<.001)較顯著，三項預測變項均

為正面，能解釋對「明心見性~正確信念」層面提升之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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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6 靈性服務與背景變項對「明心見性~正確信念」層面的逐步多元迴歸分析表 
背景變項 
&靈性服務 

R R² adjR² F 值 B Se β T 

常數     10.576 .379  27.896***
無宗教信仰 .314 .099 .099 42.246*** 2.120 .422 .257 5.023*** 
擔任職工 .334 .112 .013 24.190*** 1.571 .481 .180 3.268*** 
擔任志工 .354 .125 .013 18.303*** .775 .319 .137 2.432* 
標準化迴歸方程式如下： 
Y「明心見性~正確信念」=.257×(無宗教信仰)+.180×(擔任職工)+.137×(擔任志工) 
原始化迴歸方程式如下： 
Y「明心見性~正確信念」=10.576+2.120×(無宗教信仰)+1.571×(擔任職工)+.775×(擔任志工) 
註：* p<.05  ** p<.01  ***p<.001 

七、對靈性成長「靈和相處~圓滿人生」層面的預測分析 

服務使用者使用靈性服務與個人背景變項對「靈和相處~圓滿人生」層面的逐步

多元迴歸分析結果如表 4-5-7，顯示使用「靜態、動態之身心靈自我療育課程」(β=.175，

t=3.575，p<.001)及「接觸頻率 20 次以上」、「年資 1~2 年」、「年資 1 年以下」共四個

變項，能解釋依變項 10%的變異。在共線性診斷中，其 VIF 值介於 1.038~1.111，CI

值介於 1~16.919；沒有共線性問題。進一步檢視個別解釋力「年資 1~2 年」與「年資

1 年以下」的 β係數均為負值，分析顯示年資若是 2 年以下對「靈和相處~圓滿人生」

層面之體會較差較無法掌握與實踐此層面之意義，而使用「靜態、動態之身心靈自我

療育課程」、「接觸頻率 20 次以上」此兩項預測變項為正向，可解釋對靈性成長「靈

和相處~圓滿人生」層面提升的程度。 

表 4-5-7 靈性服務與背景變項對「靈和相處~圓滿人生」層面的逐步多元迴歸分析表 
背景變項 
&靈性服務 

R R² adjR² F 值 B Se β T 

常數     15.312 .791  19.367***
靜動態療育課程 .200 .040 .040 16.427*** 2.810 .786 .175 3.575*** 
接觸頻率 20 次以上 .264 .070 .030 14.741*** .645 .235 .135 2.740** 
年資 1~2 年 .290 .084 .014 11.964*** -.932 .319 -.144 -2.921** 
年資 1 年以下 .316 .100 .016 10.817*** -.829 .317 -.132 -2.615** 
標準化迴歸方程式如下： 
Y「靈和相處~圓滿人生」=.175×(靜動態療育課程)+.135×(接觸頻率 20 次以上)-.144×(年資 1~2

年)-.132×(年資 1 年以下) 
原始化迴歸方程式如下： 
Y「靈和相處~圓滿人生」=15.312+2.810×(靜動態療育課程)+.645×(接觸頻率 20 次以上)-.932×(年資

1~2 年)-.829×(年資 1 年以下) 
註：* p<.05  **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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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綜合討論 

本節主要以逐步多元迴歸分析探討非營利服務使用者使用九項靈性服務項目：

「放鬆訓練」、「降意識訓練」、「靜態、動態之身心靈自我療癒課程」、「人際互動與靈

性休閒」、「志願服務」、「美好品格與靈性能量提升之檢定」、「靈性科學理論與課程」、

「心靈諮詢服務」、「身心靈整合療法」和背景變項「宗教信仰」、「擔任職務」、「加入

會員年資」和「每月接觸機構頻率」對整體靈性成長與六個分層面之迴歸預測分析，

整體結果歸納如下表 4-5-8。 

綜合上述分析結果發現，本研究之假設四：「服務使用者使用靈性服務項目及背

景變項對靈性成長有顯著的預測力。」僅獲得部分支持，因其解釋變異量偏低，研究

者認為其可能原因為服務使用者同時使用九項靈性服務，且九項靈性服務之使用比率

高達 98.8%至 92.2%，未使用靈性服務的使用者相對比率非常少，所以對於有無使用

靈性服務之預測分析並不能確實反應出單獨使用何項靈性服務之故，僅能分析出最具

影響力之靈性服務項目。 

表 4-5-8 服務使用者靈性成長之逐步多元迴歸分析結果 

      

預測變項 

整體 

靈性成長 

靈格提升

智慧湧現

活出意義

超越逆境

與人締結

自利利他

靈性健康

身心和諧

明心見性

正確信念 

靈和相處

圓滿人生

靜、動態自我療育課程 2.3 1.0  2.8   4.0 

美好品格與靈性能量檢定  3.4      

靈性科學理論與課程   1.7  3.1   

無宗教信仰 2.7     9.9  

擔任職工      1.3  

擔任志工 1.0     1.3  

年資八年以上 3.4 4.5 3.4     

年資 1~2 年 1.1   2.0 1.2  1.4 

年資 1 年以下       1.6 

接觸頻率 20 次以上 1.2 1.6 1.1 1.4 1.8  3.0 

解釋變異量% 11.7% 10.5% 6.2% 6.2% 6.1% 12.5% 10% 
註：* p<.05  ** p<.01  ***p<.001 

另因問卷調查設計並無針對每一項靈性服務之使用頻率，僅以每月接觸機構頻率

為調查內容，亦不能確實反應使用者每次至機構時使用何項靈性服務項目，因此無法

效標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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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使用何項靈性服務項目為多，或使用何項靈性服務改善為大，因此此預測分析僅

能顯示部分狀態，導致分析結果解釋變異量偏低。 

但此預測結果仍提供非常珍貴的發現；因分析顯示「靜態、動態身心靈自我療育

課程」影響「整體靈性成長」及「靈格提升~智慧湧現」、「與人締結~自利利他」、「靈

和相處~圓滿人生」三個層面，顯示「靜態、動態身心靈自我療育課程」此項靈性服

務項目對靈性成長之影響甚大，應予以重視；而「美好品格與靈性能量提升之檢定」

此項靈性服務項目影響「靈格提升~智慧湧現」層面；「靈性科學理論與課程」影響「活

出意義~超越逆境」、「靈性健康~身心和諧」兩個層面。 

從個人背景變項來看，使用者之「無宗教信仰」背景對「整體靈性成長」及「明

心見性~正確觀念」有正向影響；顯示服務使用者之靈性成長受到有無宗教觀念的影

響，而擔任職工與志工也對「明心見性~正確觀念」層面有影響，因此從分析可以得

知，破除迷信；超越宗教之概念與藉由實際掌握自己的人生並有獨立思考之能力受「無

宗教信仰」之背景變項影響；且擔任職工或志工者對於此層面之體會掌握較佳。 

使用者背景變項「年資 8 年以上」對「整體靈性成長」及「靈格提升~智慧湧現」、

「活出意義~超越逆境」兩個層面有解釋力，顯示當使用者年資越久對於靈性的體會、

人格特質的改變、自我肯定、超越逆境的掌握與實踐較佳；而「年資 1~2 年」、「年資

1 年以下」在四個層面的 β係數為負值，顯示此二項預測變項對於靈性成長的影響是

趨於負向，年資在 1~2 年之使用者在「整體靈性成長」及「與人締結~自利利他」、「靈

性健康~身心和諧」、「靈和相處~圓滿人生」等三個層面的體會較無法掌握與實踐；而

「年資 1 年以下」在「靈和相處~圓滿人生」層面較無法體會，意即當使用者的年資

在 1~2 年間或低於 1 年以下時，靈性成長之體會可能沒有提升甚或退步，對於人際關

係之營造、慈悲心、感恩心之培養以及身心靈全人健康較無法達到良好的改善和體會，

因此還未具備有身心靈平衡、成就圓滿人生之能力和觀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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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是「接觸頻率 20 次以上」能夠預測「整體靈性成長」及「靈格提升~智慧湧

現」、「活出意義~超越逆境」、「與人締結~自利利他」、「靈性提升~身心和諧」、「靈和

相處~圓滿人生」，此預測說明較多的接觸頻率有提升靈性成長的正向影響，顯示靈性

成長之影響因素與接觸機構頻率越多有相關性。 

第六節 靈性服務項目對幸福感之預測力 

本節主要目的探討九項靈性服務項目「放鬆訓練」、「降意識訓練」、「靜態、動態

之身心靈自我療癒課程」、「人際互動與靈性休閒」、「志願服務」、「美好品格與靈性能

量提升之檢定」、「靈性科學理論與課程」、「心靈諮詢服務」、「身心靈整合療法」對非

營利服務使用者「整體幸福感」及「正向情緒」、「生活滿意」、「和諧人際」、「身心健

康」、「自我實現」、「幸福觀」六個分層面之預測力，了解是否因使用靈性服務項目對

幸福感產生顯著解釋力。 

研究者將九項靈性服務項目依重要性和滿意度之程度及相關分析之顯著結果作

為預測變項，以「整體幸福感」及六個分層面作為效標變項，再依序進行逐步多元迴

歸分析，探討其對幸福感的預測力。 

壹、靈性服務項目對幸福感之預測分析 

一、對「整體幸福感」的預測分析 

服務使用者使用靈性服務對「整體幸福感」的逐步多元迴歸分析結果如表 4-6-1，

顯示使用靈性服務項目「靜態、動態身心靈自我療育課程」(β=.124，t=2.449，p<.001)

對整體幸福感之解釋力達顯著水準。此模型可以有效解釋依變項 1.5%的變異，表示

使用「靜態、動態身心靈自我療育課程」可以影響整體幸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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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1 靈性服務對「整體幸福感」層面的逐步多元迴歸分析表 
靈性服務項目 R R² adjR² F值 B Se β T 

常數     94.750 5.160  18.364***
靜態、動態療育課程 .124 .015 .015 5.996* 12.767 5.214 .124 2.449*** 
整體模型                       R²=.015    adjR²=.015  
                                   F 值=5.996    p= .015
註：* p<.05  ** p<.01  ***p<.001 

二、對「正向情緒」層面的預測分析 

服務使用者使用靈性服務對「正向情緒」層面的逐步多元迴歸分析結果如表 4-6-2，

顯示使用靈性服務項目「靜態、動態身心靈自我療育課程」(β=.172，t=3.497，p<.001)

對整體幸福感之解釋力達顯著水準。此模型可以有效解釋依變項 3%的變異，表示使

用「靜態、動態身心靈自我療育課程」可以影響「正向情緒」層面。 

表 4-6-2 靈性服務對「正向情緒」層面的逐步多元迴歸分析表 
靈性服務項目 R R² adjR² F值 B Se β T 

常數     16.222 1.054  15.396***
靜態、動態療育課程 .172 .030 .030 12.231*** 3.727 1.066 .172 3.497*** 
整體模型                       R²=.030    adjR²=.030  
                                   F 值=12.231    p= .001
註：* p<.05  ** p<.01  ***p<.001 

三、對「生活滿意」層面的預測分析 

服務使用者使用靈性服務對「生活滿意」層面的逐步多元迴歸分析結果如表 4-6-3，

顯示使用靈性服務項目「靜態、動態身心靈自我療育課程」(β=.113，t=2.285，p<.05)

對整體幸福感之解釋力達顯著水準。此模型可以有效解釋依變項 1.3%的變異，表示

使用「靜態、動態身心靈自我療育課程」可以影響「生活滿意」層面。 

表 4-6-3 靈性服務對「生活滿意」層面的逐步多元迴歸分析表 
靈性服務項目 R R² adjR² F值 B Se β T 

常數     15.625 1.208  12.929***
靜態、動態療育課程 .113 .013 .013 5.219* 2.789 1.221 .113 2.285* 
整體模型                       R²=.013    adjR²=.013 
                                   F 值=5.219    p= .023
註：* p<.05  **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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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對「和諧人際」層面的預測分析 

服務使用者使用靈性服務對「和諧人際」層面的逐步多元迴歸分析結果如表 4-6-4，

顯示使用靈性服務項目「靜態、動態身心靈自我療育課程」(β=.126，t=2.524，p<.05)

對整體幸福感之解釋力達顯著水準。此模型可以有效解釋依變項 1.6%的變異，表示

使用「靜態、動態身心靈自我療育課程」可以影響「和諧人際」層面。 

表 4-6-4 靈性服務對「和諧人際」層面的逐步多元迴歸分析表 
靈性服務項目 R R² adjR² F值 B Se β T 

常數     23.222 1.201  19.340***
靜態、動態療育課程 .126 .016 .016 6.369* 3.065 1.215 .126 2.524* 
整體模型                       R²=.016    adjR²=.016 
                                   F 值=5.219    p= .012
註：* p<.05  ** p<.01  ***p<.001 

五、對「身心健康」層面的預測分析 

服務使用者使用靈性服務對「身心健康」層面的逐步多元迴歸分析結果如表 4-6-5，

顯示使用靈性服務項目「志願服務」(β=.099，t=2.006，p<.05)對整體幸福感之解釋力

達顯著水準。此模型可以有效解釋依變項 1%的變異，表示使用「志願服務」可以影

響「身心和諧」層面。 

表 4-6-5 靈性服務對「身心健康」層面的逐步多元迴歸分析表 
靈性服務項目 R R² adjR² F值 B Se β T 

常數     11.815 .411  28.765***
志願服務 .099 .010 .010 4.024* .853 .425 .099 2.006* 
整體模型                       R²=.010    adjR²=.010 
                                   F 值=4.024    p= .046
註：* p<.05  ** p<.01  ***p<.001 

六、對「自我實現」層面的預測分析 

服務使用者使用靈性服務對「自我實現」層面的逐步多元迴歸分析結果如表 4-6-6，

顯示使用靈性服務項目「志願服務」(β=.116，t=2.330，p<.05)對整體幸福感之解釋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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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顯著水準。此模型可以有效解釋依變項 1.3%的變異，表示使用「志願服務」可以

影響「自我實現」層面。 

表 4-6-6 靈性服務對「自我實現」層面的逐步多元迴歸分析表 
靈性服務項目 R R² adjR² F值 B Se β T 

常數     18.346 .561  32.722***
志願服務 .116 .013 .013 5.427* 1.351 .580 .116 2.330* 
整體模型                       R²=.013    adjR²=.013 
                                   F 值=5.427    p= .020
註：* p<.05  ** p<.01  ***p<.001 

七、對「幸福觀」層面的預測分析 

服務使用者使用靈性服務對「幸福觀」層面的逐步多元迴歸分析結果如表 4-6-7，

顯示使用靈性服務項目「靈性科學理論與課程」(β=.120，t=2.419，p<.05)對「幸福觀」

之解釋力達顯著水準。此模型可以有效解釋依變項 1.4%的變異，表示使用「靈性科

學理論與課程」可以影響「幸福觀」層面。 

表 4-6-7 靈性服務對「幸福觀」層面的逐步多元迴歸分析表 
靈性服務項目 R R² adjR² F值 B Se β T 

常數     9.571 .528  18.135***
靈性科學理論與 
課程 

.120 .014 .014 5.851* 1.288 .532 .120 2.419* 

整體模型                       R²=.014    adjR²=.014 
                                   F 值=5.851    p= .016
註：* p<.05  **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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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綜合討論 

本節主要以逐步多元迴歸分析探討非營利服務使用者使用九項靈性服務項目對

整體幸福感與六個分層面之迴歸預測分析，其結果歸納如下表 4-6-8。 

表 4-6-8 使用靈性服務項目對整體幸福感與分層面之逐步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 

           效標變項 

預測變項 
整體幸福感 正向情緒 生活滿意 人際和諧 身心健康 自我實現 幸福觀 

靜、動態自我療育課程 1.5 3 1.3 1.6    
志願服務     1 1.3  
靈性科學理論與課程       1.4 
解釋變異量% 1.5% 3% 1.3% 1.6% 1% 1.3% 1.4% 

綜合上述分析結果發現，本研究之假設五：「服務使用者使用靈性服務項目後對

幸福感有顯著的預測力。」僅獲得部分支持，因靈性服務項目對幸福感整體與各分層

面顯示達預測力之解釋變異量均偏低。研究者認為其原因與靈性項目預測靈性成長之

情況相同；因服務使用者同時使用九項不同之靈性服務，且九項靈性服務單一項目之

使用比率高達 98.8%至 92.2%，顯示使用率高，未使用靈性服務的使用者相對比率較

少，因此無法得知單一服務項目對其靈性與幸福感的影響，對於有無使用靈性服務之

預測分析無法確實反應出單一靈性服務之故，僅能分析出最具影響之靈性服務項目，

因此預測分析僅能顯示部分狀態，導致分析結果解釋變異量偏低。 

針對靈性服務項目對幸福感之預測結果，此研究仍提供非常可貴的發現；因分析

顯示「靜態、動態身心靈自我療育課程」影響「整體幸福感」及「正向情緒」、「生活

滿意」、「人際和諧」等三個層面，顯示「靜態、動態身心靈自我療育課程」項目對幸

福感之影響甚大，應予以重視；而「志願服務」項目影響「身心健康」、「自我實現」

兩個層面；「靈性科學理論與課程」影響「幸福觀」之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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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靈性成長對幸福感之預測力 

本節探討靈性成長之分層面「靈格提升~智慧湧現」、「活出意義~超越逆境」、「與

人締結~自利利他」、「靈性健康~身心和諧」、「明心見性~正確信念」、「靈和相處~圓

滿人生」對使用者「整體幸福感」及「正向情緒」、「生活滿意」、「和諧人際」、「身心

健康」、「自我實現」、「幸福觀」分層面之預測力，探究靈性成長和幸福感間之關係。 

壹、服務使用者靈性成長對幸福感之預測分析 

一、對「整體幸福感」的預測分析 

服務使用者使用靈性服務後靈性成長各層面對「整體幸福感」之多元迴歸分析結

果，如表4-7-1，此模型的解釋力達到顯著水準(F=152.778，p<.001)，其R²=.721，調

整後的R²為.716，顯示此模型可以有效地解釋依變項71.6%的變異。而在共線性的診

斷中，其VIF值介於1.110~3.938，CI值介於13.508~48.975；表示靈性成長各分層面共

線性問題緩和，未有共線性問題。進一步檢視個別解釋力其重要性依序為「活出意義

~超越逆境」(t=9.382，p<.001)、「靈格提升~智慧湧現」(t=3.814，p<.001)、「與人締結

~自利利他」(t=2.564，p<.05)、「靈和相處~圓滿人生」(t=2.434，p<.05)；亦即靈性成

長四個層面因使用靈性服務後提升，影響整體幸福感越高；其多元迴歸方程式如下。 

表 4-7-1 使用服務後之靈性成長對「整體幸福感」之多元迴歸分析表 
靈性成長分層面 B Se Beta T p 
常數 5.854 3.823  1.531 .127 
靈格提升~智慧湧現 1.180 .309 .184 3.814 .000 
活出意義~超越逆境 2.730 .291 .522 9.382 .000 
與人締結~自利利他 .729 .284 .126 2.564 .011 
靈性健康~身心和諧 .073 .333 .010 .219 .827 
明心見性~正確觀念 -.175 .152 -.034 -1.153 .250 
靈和相處~圓滿人生 .650 .267 .104 2.434 .015 
整體模型                          R²=.721    adjR²=.716  
                                   F 值=152.778    p= .000 
標準化迴歸方程式如下： 
Y「整體幸福感」=2.730×(活出意義~超越逆境) +1.180×(靈格提升~智慧湧現)+.729×(與人締結~自利

利他) +.650×(靈和相處~圓滿人生) + 5.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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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幸福感「正向情緒」層面的預測分析 

服務使用者使用靈性服務後之靈性成長各層面對「正向情緒」層面之多元迴歸分

析結果，如表4-7-2，此模型的解釋力達到顯著水準(F=97.722，p<.001)，其R²=.613，

調整後的R²為.607，顯示此模型可以有效地解釋依變項60.7%的變異。而在共線性的

診斷中，其VIF值介於1.113~3.754，CI值介於13.668~47.987；表示靈性成長各分層面

共線性問題緩和，未有共線性問題。進一步檢視個別解釋力其重要性依序為「活出意

義~超越逆境」(t=8.226，p<.001)、「靈格提升~智慧湧現」(t=3.226，p<.001)；亦即「活

出意義~超越逆境」、「靈格提升~智慧湧現」二個層面因使用靈性服務後提升，其正向

情緒則越高；其多元迴歸方程式如下。 

表 4-7-2 使用服務後之靈性成長對「正向情緒」之多元迴歸分析表 
靈性成長分層面 B Se Beta T p 
常數 -.355 .963  -.369 .713 
靈格提升~智慧湧現 .248 .077 .177 3.226 .001 
活出意義~超越逆境 .587 .071 .515 8.226 .000 
與人締結~自利利他 .070 .071 .055 .984 .326 
靈性健康~身心和諧 .120 .084 .073 1.425 .155 
明心見性~正確觀念 -.004 .038 -.003 -.095 .924 
靈和相處~圓滿人生 .048 .067 .035 .715 .475 
整體模型                          R²=.613    adjR²=.607  
                                   F 值=97.722    p= .000 
標準化迴歸方程式如下： 
Y「正向情緒」=.587×(活出意義~超越逆境)+.248×(靈格提升~智慧湧現)-.355 

三、對「生活滿意」層面的預測分析 

服務使用者使用靈性服務後之靈性成長各層面對「生活滿意」層面之多元迴歸分

析結果，如表4-7-3，此模型的解釋力達到顯著水準(F=57.453，p<.001)，其R²=.480，

調整後的R²為.472，顯示此模型可以有效地解釋依變項47.2%的變異。而在共線性的

診斷中，其VIF值介於1.111~3.733，CI值介於13.672~48.018；表示靈性成長各分層面

共線性問題緩和，未有共線性問題。進一步檢視個別解釋力其重要性依序為「活出意

義~超越逆境」(t=6.531，p<.001)、「靈格提升~智慧湧現」(t=3.193，p<.01)；亦即「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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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意義~超越逆境」、「靈格提升~智慧湧現」二個層面因使用靈性服務後提升，其生活

滿意度則越高；其多元迴歸方程式如下。 

表 4-7-3 使用服務後之靈性成長對「生活滿意」之多元迴歸分析表 
靈性成長分層面 B Se Beta T p 
常數 -.437 1.193  -.367 .714 
靈格提升~智慧湧現 .303 .095 .202 3.193 .002 
活出意義~超越逆境 .575 .088 .471 6.531 .000 
與人締結~自利利他 .064 .088 .047 .731 .465 
靈性健康~身心和諧 -.077 .104 -.044 -.743 .458 
明心見性~正確觀念 -.037 .047 -.030 -.774 .440 
靈和相處~圓滿人生 .116 .083 .079 1.398 .163 
整體模型                          R²=.480    adjR²=.472  
                                   F 值=57.453    p= .000 
標準化迴歸方程式如下： 
Y「生活滿意」=.575×(活出意義~超越逆境)+.303×(靈格提升~智慧湧現)-.437 

四、對「和諧人際」層面的預測分析 

服務使用者使用靈性服務後之靈性成長對「和諧人際」層面的多元迴歸分析結果，

如表4-7-4，此模型的解釋力達到顯著水準(F=84.907，p<.001)，其R²=.581，調整後的

R²為.574，顯示此模型可以有效地解釋依變項57.4%的變異。而在共線性的診斷中，

其VIF值介於1.114~3.785，CI值介於13.648~48.151；表示靈性成長各分層面共線性問

題緩和，未有共線性問題。進一步檢視個別解釋力其重要性依序為「活出意義~超越

逆境」(t=5.903，p<.001)、「與人締結~自利利他」(t=3.978，p<.001)、「靈格提升~智慧

湧現」(t=2.422，p<.05)、「靈和相處~圓滿人生」(t=2.007，p<.05)；四個靈性成長層面

因使用靈性服務後提升，其人際和諧狀態則越佳，多元迴歸方程式如下。 

表 4-7-4 使用服務後之靈性成長對「和諧人際」之多元迴歸分析表 
靈性成長分層面 B Se Beta T p 
常數 2.998 1.135  2.641 .009 
靈格提升~智慧湧現 .220 .091 .139 2.422 .016 
活出意義~超越逆境 .499 .084 .388 5.903 .000 
與人締結~自利利他 .333 .084 .234 3.978 .000 
靈性健康~身心和諧 -.019 .099 -.010 -.194 .846 
明心見性~正確觀念 -.020 .045 -.016 -.447 .655 
靈和相處~圓滿人生 .158 .079 .102 2.007 .045 
整體模型                          R²=.581    adjR²=.574  
                                   F 值=84.907    p= .000 
標準化迴歸方程式如下： 
Y「和諧人際」=.499×(活出意義~超越逆境) +.333×(與人締結~自利利他) +.220×(靈格提升~智慧湧現) 
+.158×(靈和相處~圓滿人生)+2.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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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對「身心健康」層面的預測分析 

服務使用者使用靈性服務後之靈性成長對「身心健康」層面的多元迴歸分析結果，

如表 4-7-5，此模型的解釋力達到顯著水準(F=82.380，p<.001)，其 R²=.570，調整後

的R²為.563，顯示此模型可以有效地解釋依變項 56.3%的變異。而在共線性的診斷中，

其 VIF 值介於 1.111~3.916，CI 值介於 13.706~49.176；表示靈性成長各分層面共線性

問題緩和，未有共線性問題。進一步檢視個別解釋力其重要性依序為「活出意義~超

越逆境」(t=7.500，p<.001)、「靈格提升~智慧湧現」(t=4.013，p<.001)、「明心見性~

正確觀念」(t=-2.113，p<.05)為反向題，因此 B 值為負向；顯示此三項靈性成長層面

因使用靈性服務後提升，其身心健康狀態則越佳，多元迴歸方程式如下。 

表 4-7-5 使用服務後之靈性成長對「身心健康」之多元迴歸分析表 
靈性成長分層面 B Se Beta T p 
常數 -.037 .690  -.053 .958 
靈格提升~智慧湧現 .221 .055 .232 4.013 .000 
活出意義~超越逆境 .392 .052 .504 7.500 .000 
與人締結~自利利他 .064 .051 .074 1.245 .214 
靈性健康~身心和諧 -.010 .060 -.009 -.164 .869 
明心見性~正確觀念 -.058 .027 -.076 -2.113 .035 
靈和相處~圓滿人生 .024 .048 .025 .489 .625 
整體模型                          R²=.570    adjR²=.563  
                                   F 值=82.380    p= .000 

標準化迴歸方程式如下： 
Y「身心健康」=.392×(活出意義~超越逆境)+.221×(靈格提升~智慧湧現)-.058×(明心見性~正確觀

念)-.037 

六、對「自我實現」層面的預測分析 

服務使用者使用靈性服務後之靈性成長對「自我實現」層面之多元迴歸分析結果，

如表 4-7-6，此模型的解釋力達到顯著水準(F=82.947，p<.001)，其 R²=.576，調整後

的R²為.569，顯示此模型可以有效地解釋依變項 56.9%的變異。而在共線性的診斷中，

其 VIF 值介於 1.110~3.889，CI 值介於 13.618~49.083；表示靈性成長各分層面共線性

問題緩和，未有共線性問題。進一步檢視個別解釋力其重要性依序為「活出意義~超

越逆境」(t=7.918，p<.001)、「靈格提升~智慧湧現」(t=2.687，p<.01)、「靈和相處~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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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人生」(t=2.000，p<.05)；顯示此三項靈性成長層面因使用靈性服務後提升，其自我

實現的狀態則越佳，多元迴歸方程式如下。 

表 4-7-6 使用服務後之靈性成長對「自我實現」之多元迴歸分析表 
靈性成長分層面 B Se Beta T p 
常數 1.987 .917  2.167 .031 
靈格提升~智慧湧現 .197 .073 .156 2.687 .008 
活出意義~超越逆境 .550 .069 .531 7.918 .000 
與人締結~自利利他 .097 .068 .084 1.423 .156 
靈性健康~身心和諧 -.074 .080 -.050 -.933 .351 
明心見性~正確觀念 -.017 .036 -.017 -.474 .636 
靈和相處~圓滿人生 .128 .064 .104 2.000 .046 
整體模型                          R²=.576    adjR²=.569  
                                   F 值=82.947    p= .000 

標準化迴歸方程式如下： 
Y「自我實現」=.550×(活出意義~超越逆境)+.197×(靈格提升~智慧湧現)+.128×(靈和相處~圓滿人

生)+1.987 

七、對「幸福觀」層面的預測分析 

服務使用者使用靈性服務後之靈性成長對「幸福觀」的多元迴歸分析結果，如表

4-7-7，此模型的解釋力達到顯著水準(F=78.603，p<.001)，其 R²=.558，調整後的 R²

為.551，顯示此模型可以有效地解釋依變項 55.1%的變異。而在共線性的診斷中，其

VIF 值介於 1.112~3.897，CI 值介於 13.700~49.224；表示靈性成長各分層面共線性問

題緩和，未有共線性問題。進一步檢視個別解釋力其重要性依序為「靈和相處~圓滿

人生」(t=7.224，p<.001) 、「活出意義~超越逆境」(t=3.416，p<.001)、「與人締結~自

利利他」(t=1.979，p<.05)；顯示此三項靈性成長層面因使用靈性服務後提升，其幸福

觀的狀態則越佳，多元迴歸方程式如下。 

表 4-7-7 使用服務後之靈性成長對「幸福觀」之多元迴歸分析表 
靈性成長分層面 B Se Beta T p 
常數 1.496 .460  3.256 .001 
靈格提升~智慧湧現 .010 .037 .016 .273 .785 
活出意義~超越逆境 .119 .035 .232 3.416 .001 
與人締結~自利利他 .067 .034 .119 1.979 .049 
靈性健康~身心和諧 .078 .040 .107 1.950 .052 
明心見性~正確觀念 -.001 .018 -.002 -.044 .965 
靈和相處~圓滿人生 .234 .032 .381 7.224 .000 
整體模型                          R²=.558    adjR²=.551  
                                   F 值=78.603    p= .000 
標準化迴歸方程式如下： 
Y「幸福觀」=.234+(靈和相處~圓滿人生)+.119×(活出意義~超越逆境)+.067×(與人締結~自利利他) 

+1.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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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綜合討論 

本節主要以多元迴歸分析，服務使用者使用靈性服務項目後，其靈性成長之六個

分層面對幸福感的整體及正向情緒、生活滿意、人際和諧、身心健康、自我實現、幸

福觀六個分層面是否有預測力，表 4-7-8 為統計分析之結果。 

從分析中我們可以發現「活出意義~超越逆境」層面對整體幸福感及所有分層面

有其顯著預測力，此層面影響幸福感提升最多，「活出意義~超越逆境」層面的定義為：

了解自我存在、生命意義與價值，人生有目標；能自我肯定，面對逆境可以自我療癒，

且對於他人的批評誤解能坦然面對，因此我們發現若能具備此靈性成長的內涵則可以

增進幸福感全面的提升。 

另外發現「靈格提升~智慧湧現」層面對幸福感亦有顯著的預測力，可以預測整

體幸福感與五個層面；「與人締結~自利利他」，可以預測整體幸福感與二個層面；「明

心見性~正確觀念」，可以預測身心健康層面，表示正確的靈性觀念可影響身體與心理

之健康；「靈和相處~圓滿人生」，可以預測整體幸福感與其他三個層面。 

綜合上述分析，我們發現除「靈性健康~身心和諧」層面對幸福感無顯著預測力

外，其餘靈性成長層面均對幸福感有顯著預測力，因此本研究之假設六：「服務使用

者使用靈性服務項目後靈性成長對幸福感有顯著的預測力。」獲得支持。 

表 4-7-8 靈性成長整體與分層面對幸福感整體與分層面之預測分析摘要表 

靈性成長分層面 
整體幸福感 正向情緒 生活滿意 人際和諧 身心健康 自我實現 幸福觀 

靈格提升~智慧湧現 3.814*** 3.226*** 3.193** 2.422* 4.013*** 2.687**  

活出意義~超越逆境 9.382*** 8.226*** 6.531*** 5.903*** 7.500*** 7.918*** 3.416*** 

與人締結~自利利他 2.564*   3.978***   1.979* 

靈性健康~身心和諧        

明心見性~正確觀念     -2.113*   

靈和相處~圓滿人生 2.434*   2.007*  2.000* 7.224*** 

解釋變異量%  71.6% 60.7% 47.2% 57.4% 56.3% 56.9% 55.1% 

註：* p<.05  ** p<.01  ***p<.001 

 

幸福感分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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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非營利組織服務使用者之靈性成長和幸福感的關係，以服務使用

者之個人背景變項為自變項，九項靈性服務為中介變項，探討依變項靈性成長與幸福

感兩者間之關係。本章根據第四章之統計描述發現與討論，並據此提出研究建議。第

一節為本研究之主要發現與文獻討論；第二節依據研究發現提出建議，並藉以提供研

究機構之服務品質提升與策略規劃參考，亦提供社會工作相關領域、政府相關政策及

未來相關研究之參考依據；第三節為說明研究限制及未來可能的研究方向。 

第一節 研究發現與討論 

根據本研究結果，可歸納靈性和幸福感的眾多發現，尤其透過實證性的研究進而

對理論予以佐證。綜觀國內外對於靈性和幸福感的論述文獻頗多，惟針對使用靈性服

務而產生靈性成長與提升幸福感之論述相對為少，本研究將針對研究目的，說明研究

發現以及假設的驗證結果。 

壹、服務使用者基本特質 

本研究施測對象女性人數佔五成七略多於男性人數四成三，施測對象年齡以 36

歲至 55 歲最多佔五成八，研究者就實際服務之現況，顯示會員與來訪民眾確為女性

稍多於男性，研究者認為可能原因為女性相較於男性對靈性有更強烈的追尋，同時因

女性的性別角色、先天性格特質與體質之故容易有靈性上之困擾；因此靈性需求多以

身心健康、情緒管理、人際關係改善為主。而此份調查中也發現離婚或分居者中女性

佔 83.9%，就研究者之實務經驗得知，因失婚及遭遇婚姻問題之女性容易產生身心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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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衡，為了自身迫切的靈性需求，有部分女性因上述原因而至研究機構加入靈性調整

行列。 

若是以性別變項對靈性服務項目做討論，研究者認為女性在靈性追求上因先天之

性別特質，如感性、察覺力、直覺敏銳之故，因此在靈性的追尋與感受度較男性為強

烈，因此對靈性有其需求及探究之心。從分析得知在靈性服務項目方面，離婚或分居

之使用者對靈性內涵較高的項目均感到最滿意，因此針對此部分女性族群靈性服務項

目有滿足其靈性需求，也發現女性於九項靈性服務均相較於男性認為更重要更滿意。

反之研究者就實務經驗觀察得知，男性使用者大多想要追尋生命意義、對靈性潛能好

奇，分析也顯示在「靈格提升~智慧湧現」、「活出意義~超越逆境」兩層面男性優於女

性；因此男性對於人生目標、生命意義與靈性成長之追尋較高，研究者認為其可能原

因為施測民眾年齡以 36 歲至 55 歲佔最多數，受訪之男性此時大多有事業、工作及家

庭壓力，所以靈性之需求與女性不同，且因上述之壓力較無法長期且高頻率的投注時

間於靈性服務項目之各類課程，結果顯見投入此研究機構靈性成長行列之女性較多於

男性之故。 

受訪者之教育程度以大學(專)以上最多佔六成三，根據研究者之服務經驗，許多

至此次研究機構的高學歷者因為對於靈性相關知識有高度之渴求，且認為靈性研究與

靈性服務應以客觀、科學化、學術化、系統化的方式探討，並傾向往宗教以外的領域

探求。而從分析中得知，對靈性服務項目中靈性內涵較高之項目，以研究所以上的族

群感到最重要且最滿意。因此我們發現較高教育程度者對於靈性有較多的重視與追求，

而本次研究之機構提之專業靈性服務，符合了教育程度高學歷者的需求。上述的結果

與美國的研究文獻相符，顯示較高教育程度的人比低教育程度的人快樂一點；因為教

育能夠增進一個人的思慮及期望，也能提高自我覺察及自我反省(施建彬、陸洛譯，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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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中受訪者婚姻狀態為已婚有配偶者最多佔六成，而統計數據顯見無子女者佔

六成高於有子女者，可見有部分已婚者亦無生育子女，顯示出現代台灣的確有少子化

的現象。 

調查結果顯示施測對象有八成六的服務使用者並無宗教信仰，根據研究者實際服

務的了解，許多服務使用者至研究機構前即有靈性需求，但並非只想藉由宗教或宗教

組織來探求靈性，因此次研究之機構是一個合法立案的非營利組織，且並不是宗教團

體，因此提供了這類想追尋靈性成長，卻並不想加入任何宗教團體的族群需求。調查

中也顯示無宗教信仰者對於靈性項目的重視與滿意度高於有宗教信仰者，因此研究者

認為靈性追尋不必然定往宗教組織團體探詢，靈性的服務也不侷限於宗教組織；未來

靈性的需求和專業靈性服務的發展是值得關注的。 

調查顯示近六成的施測者擔任研究機構之志工，表示受訪者具有服務他人、貢獻

社會的概念，因此願意投入志願服務工作，但調查也顯示志願服務是所有靈性服務項

目中最不重要也最不滿意的項目，研究者認為其原因可能是從事志願工作是研究機構

成員需盡志願服務義務之故，也可能使用者多數想付出較多時間於使用直接增進自身

成長之靈性服務，因「志願服務」項目並不是直接可提升靈性的服務項目，而是需要

藉由參與志願活動後轉化昇華感受才能使靈性成長的緣故；且志願服務需要花費許多

時間和體力協助他人，較需要有慈悲與無私奉獻之修養境界，因此使用者較無法立即

投入此項靈性服務項目。因此對志願服務感到最不重要且不滿意，針對此推論有必要

了解使用者從事志願服務的真實狀況。 

而從年資方面，顯示出年資在 1 年以下的使用者有 76.5%沒有擔任志工，而願意

擔任志工者大多年資較高，根據統計顯示年資較高者認為志願服務是較重要的，但年

資高卻也顯示出較不滿意，且調查也顯示認為從事志願服務是最重要且最滿意之族群

為職工，非志工本身；因此研究者推論年資高可能對機構和靈性的體會有較深入了解，

願意付出時間與心力、自利利人提升靈性，但也可能從事志工者對志願服務工作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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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滿之處，需再多加了解。另工作與時間的安排是影響擔任志工意願的要素，因此在

職業類別中以退休人員、家管從事志工的比率較高，而職業以從事服務業和退休人員

認為志願服務是重要的，從事軍警、公營、公務人員認為是最不重要也最不滿意，因

此可能職業的性質會影響從事志願服務的意願。 

調查中有高達 80.8%服務使用者每月到研究機構使用靈性服務 11 次以上，其中

有 34.2%的使用者每月接觸機構頻率達 20 次以上，顯示多數使用者對於靈性服務願

意投入大量時間與心力參予。對靈性服務項目的重要性滿意度調查發現接觸頻率 20

次以上的族群對於靈性服務大多感到最重要且最滿意；而接觸頻率 5 次以下的族群則

感到最不重要且最不滿意，因此接觸頻率的多寡，顯示出對靈性成長的動機與需求並

不相同。根據研究者的實務觀察與調查之資料相符，其原因是靈性成長需藉由參與靈

性服務項目與課程來提升，所以當投入時間較多越有成效；從統計中也顯示年資越高

其接觸頻率也較多，因年資較久其靈性體會會較一般初學者或年資淺的使用者多，對

靈性之認知和靈性能量提升較有信心，且因使用靈性服務帶來的改變也會增加使用者

的認同，所以分析也顯示出年資高和接觸頻率多，是因使用者對靈性的動機與需求程

度較為強烈之故。 

貳、靈性服務內涵之評估分析 

一、靈性服務項目使用現況 

本研究中介變項為靈性服務，使用率以「放鬆訓練」最高，最低為「志願服務」。

其重要性最高之服務項目為「降意識訓練」，顯示最不重要的項目是「志願服務」；滿

意度調查結果最高之項目為「靈性科學理論與課程」，最低的項目是「志願服務」。施

測者在使用靈性項目後，填答改善成為好和非常好的項目以「放鬆訓練」最多，改善

最少的為「志願服務」。使用前後改變最大的服務項目為「降意識訓練」；其次依序為

「靜態、動態身心靈自我療癒課程」、「靈性科學理論與課程」、「身心靈整合療法」、「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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鬆訓練」、「心靈諮詢服務」、「美好品格與靈性能量提升之檢定」，改善最少的是「志

願服務」和「人際互動與靈性休閒」。「志願服務」為使用比率最低且認為是較不重要

也較不滿意的靈性服務項目，亦是使用者使用靈性項目前後自覺對靈性成長改善最少

的項目；因此研究結果發現九項靈性服務項目中與靈性科學內涵相關較多的項目，對

於靈性狀態之改善也是較為顯著的；而志願服務、人際互動和靈性休閒兩個項目相較

於其他服務項目是影響改善靈性狀態最少的。 

從研究結果來看，服務使用者對於靈性服務中靈性內涵較高的「降意識訓練」、「靈

性科學理論與課程」、「靜態、動態身心靈自我療育課程」、「身心靈整合調理」等服務

項目自覺較為重要與滿意，是因上述靈性服務其原理與 Maslow 在超自我實現的靈性

需求中，可獲致高峰經驗及高原經驗之方法相似，也與超個人心理學所強調體驗東方

佛道智慧以及正向心理學運用的心流理論相同，使用者自覺上述靈性服務能直接增進

靈性成長，因此較重要且滿意。而其中「美好品格與靈性能量提升檢定」是使用者自

覺重要但相對滿意度較低的項目，研究者認為可能原因是執行此項靈性服務之職工或

志工人員較少增進此部分職務能力之訓練，所以有必要深入了解原因。 

二、靈性服務使用後靈性成長為優良，身心健康改善最多 

「衡山靈性成長量表」之問卷調查結果，研究對象的靈性成長狀態於使用靈性服

務前為普通狀態，使用後成長為優良狀態，所以使用前後有顯著差異。在靈性成長各

層面中，題項平均得分最高的是「靈和相處~圓滿人生」；平均得分最低的是「明心見

性~正確觀念」，因此受測者對於身、心、靈之無形力量提升和諧一致，可以影響個體

的生理、心理和靈性，進而影響社會幸福感獲得圓滿全人的生活認知最高，而對於正

確觀念、獨立思考的能力提升較少。 

使用靈性服務前後，各層面之成長幅度以「靈性健康~身心和諧」提升最多，此

層面以題項「我認為我有身心靈全人健康之正確觀念」前後成長差異最大；顯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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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身心靈健康之觀念改變最多也成長最多；提升最少的為「與人締結~自利利他」。

顯示受測者在靈性成長方面，以身體、心理健康改善最多成效最大，而在人際關係方

面改善較少成效較不顯著。根據研究者之實務經驗，使用者多數使用靈性服務項目用

以改善身體健康之需求為多，其中迴歸分析也顯示使用「靈性科學理論與課程」、「靜

態、動態身心靈自我療育課程」兩項服務，能協助使用者改善整體靈性成長與身心和

諧面向，改善人際面向較少；研究者認為原因是，服務使用者之人際關係大部分來自

家庭夫妻關係、親子關係或工作之影響，因此使用者必須先改變自身的想法認知才可

能改善人際關係；而人際關係的圓滿需要有長時間的經營與境界智慧體現，尤其是婚

姻關係與親子關係，因此人際和諧是一門很高深的學問，需要長時間的實踐與體會。 

三、靈性服務使用後幸福感為優良，正向情緒提升最多 

「衡山幸福感量表」問卷調查結果，研究對象由使用靈性服務前幸福感狀態為普

通，使用後幸福感成長為優良狀態，其使用前後幸福感有顯著之差異，獲大幅提升。

在幸福感各層面中，題項平均得分最高的是「幸福觀」面向，因此使用者認為幸福就

是過一種身心靈平衡的生活，認為有美德、品格的人容易獲致幸福且靈性需求滿足才

有真正的幸福感。平均得分最低的為「生活滿意」，因此使用者對於生活保障及安全

感較不足、對於經濟狀況、金錢滿足及自信、夢想的實踐感受較低，所以反應出受測

者在使用靈性服務後幸福感的認知觀念與靈性滿足成效最佳，而對於生活滿意仍需要

加強改善。 

使用靈性服務前與使用後，各層面幸福感成長的幅度以「正向情緒」提升最多，

單題項中以「我覺得快樂」前後差異最大，顯見使用者在情緒上變得快樂許多；提升

最少的為「和諧人際」，顯見使用者於使用靈性服務後不管是靈性成長或幸福感面向

均以增進人際關係和諧較困難。研究者根據實務經驗認為人際關係改善不易，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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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藉由靈性服務提升人際關係須經由認知轉化後付諸於行動，並且須不斷與使用者進

行長期的心靈諮詢和協助才能有其成效。 

四、影響靈性成長與幸福感的關鍵因素是「認知與觀念」 

受測者自覺影響靈性成長和幸福感的因素排序，研究結果發現影響靈性和幸福感

最重要的因素皆是「認知與觀念」、「情緒管理」和「人格特質」，而影響靈性成長自

覺不重要的三個因素分別是「人際關係」、「經濟狀態」和「命運」：影響幸福感自覺

不重要的是「壓力與挫敗」、「經濟狀態」和「命運」。 

影響靈性成長和幸福感之重要因素為「認知與觀念」、「情緒管理」和「人格特質」

之結果與文獻王素秋(2013)之研究個人靈性與自我覺察、人格特質有正向關係相符，

表示個人的靈性會透過提升人格特質中的情緒穩定，進而提升人生滿意度；也與文獻

Wilson(1967)之研究相符，顯示一個人有能力解決自己內在的衝突，並對人格進行某

種程度的整合會感到較幸福；而內控傾向、人格特質、情緒智力與幸福感有正向顯著

關係(何婉婷，2010；施建斌、陸洛譯，1997；翁慧諭，2013；張苙雲，2012；陳鈺

萍，2004；楊智強，2013；鄭入嘉，2013) (引自林崇逸，2007) 

但亦有文獻與本研究結果顯示受測者自覺影響幸福感的重要因素並不完全相符； 

Argyle(1987)文獻研究顯示健康、人際關係與社會支持是整體幸福感的一個重要來源，

其他文獻也顯示個人健康、人際關係與社會支持對幸福感的影響非常重要(施建斌、

陸洛譯，1997；林子雯，2000；李明瑾，2013)，但本調查影響靈性成長之排序中「疾

病」因素並非影響靈性成長之重要因素，也與文獻 Highfield(1992)、Howden(1992)

提及許多研究顯示靈性健康和較佳的健康結果有關；且顯示壓力越小時，靈性健康越

高也與調查之自覺因素之重要排序不完全相同。 

研究者認為這是因使用者接受靈性服務後產生觀念改變，當內在之觀念改變，則

許多外在因素如：疾病、壓力與挫敗、經濟狀態、人際關係、命運等，則無法影響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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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的靈性成長和幸福感；因此掌控靈性成長與幸福感之關鍵因素來自個體本身而不是

外在環境與事件。根據研究結果顯示能夠提升靈性獲致幸福感最重要的因素是自身的

「認知與觀念」，亦即能不能幸福取決於每個人的想法觀念，這也呼應了東西方哲學

思想的幸福內涵；東方儒釋道強調的一個人能否有幸福感，不取決於外在的條件，而

取決於是否有幸福的品格，並通過培養德行、調整認知、追求超脫的價值和開啟覺悟

的智慧最終才有光明幸福的人生；而西方亞里斯多德提倡的探索至善、幸福的德行內

涵和具備理性的思辨從而達到幸福，兩者都說明了幸福的人不會因外在的壓力挫敗、

疾病、人際關係及經濟狀況受限，當然也不會被命運所左右。 

本研究結果也與文獻相符，當一個人認為事情是在自己的掌握之中而不是決定在

其他人或是運氣、命運的手中時，這便是高度的「內控」傾向；對內控傾向高以及「相

信自己對事情擁有選擇權」的人而言，他們的幸福程度比較高(Diener,1984)；同時外

向人格、內控人格與幸福感為顯著正相關；和善性、嚴謹自律性較高，神經質傾向較

低者，幸福感較高，而神經質人格與幸福感之間存在顯著負相關 (施建彬、陸洛譯，

1997；張苙雲，2013；陳嬿竹，2002；陸洛 1998) (引自林崇逸，2007)。因此人格特

質、情緒智力影響著一個人的靈性與幸福感。 

幸福的人擁有能讓自己幸福的認知觀念，有高尚的人格特質和快樂的情緒，因此

追求幸福我們需要先建立正確的「認知與觀念」以及高尚的「人格特質」。 

五、靈性成長與幸福感之整體滿意度與未來性 

在靈性成長「整體滿意度與未來性」、「整體靈性與幸福感」調查中顯示九成以上

受測者認為參與靈性服務後情緒變好、人際關係更和諧、生命變得更有意義，人生有

規畫和目標，認為靈性能量提升後更幸福，最後受測者認為靈性服務應該推廣到社會

各個層面。因此研究結果顯示服務使用者自覺靈性服務可以協助靈性成長與提升幸福

感，並應推廣給社會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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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靈性服務使用前後之靈性成長現況 

一、智慧湧現、超越逆境，男性優於女性；女性靈性提升多於男性 

使用靈性服務前研究結果顯示男性靈性狀態於「靈格提升~智慧湧現」、「活出意

義~超越逆境」二層面顯著高於女性，其靈性各層面也顯示女性較男性為低，研究假

設 1-1 部分獲得驗證，此結果與文獻研究結果相同，顯示男性的靈性健康優於女性，

特別是男性「內心的應變力」和「超越性」顯著優於女性(黃惠貞，2003；陳慧姿，

2013)，但此結果與文獻研究女性的靈性健康狀態比男性為優有所不同(Howden,1992；

Isaia,1999；吳佳蓁，2013)。 

就研究者實際服務之經驗了解，女性因先天性別特質使然，較容易累積靈性負能

量，因而較易有靈性之困擾，如此情況下個體不易做智慧、理性的選擇與判斷，容易

產生身心靈疾病。根據衛生福利部國民健康署 102 年調查顯示罹患身心症、憂鬱症的

比率女性高於男性 1.7 倍，而且女性在心理因素引起生理功能失調與急性壓力性反應

產生的心理障礙也高於男性 2 倍(健康統計網，2013)。且女性因先天特質敏感，較易

於靈性追尋時產生超個人心理學所談到的靈性危機，除此外研究者認為女性的感性、

敏銳、直覺特質，容易在經歷人生重大之困境或轉變時產生靈性的需求。而男性因先

天性別特質使然容易具備理性思維，因此靈性狀態及靈性認知較高，在逆境中容易做

理性選擇、智慧判斷，顯現男性在「靈格提升~智慧湧現」、「活出意義~超越逆境」二

層面顯著高於女性之故。 

值得注意的是男性與女性在使用靈性服務後靈性成長沒有顯著差異，研究假設

1-1 在使用靈性服務後不成立。因女性使用靈性服務後身心靈之改善使靈性狀態有所

提升，研究結果顯示使用靈性服務後整體靈性成長平均數女性高於男性，因此可以說

靈性服務之使用成效女性優於男性；對靈性成長的體會女性較男性為佳，靈性成長進

步比男性多，尤其在「與人締結~自利利他」和「明心見性~正確信念」兩層面。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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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也顯示九項靈性服務項目女性均較男性認為重要與滿意，所以也顯見女性相對於

男性在靈性追尋上有較強烈的成長意願。 

二、年長者靈性狀態優於年輕者 

研究顯示使用靈性服務前年長之使用者在「整體靈性成長」、「與人締結~自利利

他」、「靈性提升~身心和諧」、「靈和相處~圓滿人生」等層面顯著高於年輕者，此研究

結果和許多文獻所述年齡與靈性健康呈顯著正相關的結果一致，驗證研究假設 1-2 整

體及部分層面成立，文獻顯示年長者對靈性的追求高於年輕者(Highfield，1992;Eggers，

2000;黃國城，2003；蕭雅竹，2004) 

就研究者實務經驗，25 歲以下之族群有部分為精神障礙疾患者，因此靈性狀態

不佳，且因年紀較輕之故人際關係能力尚淺，對未來人生規畫與實踐較無概念，而

66 歲以上使用者以退休人士居多，人生已完成階段性任務，對於自身人生意義與靈

性成長有其需求，且較注重身心的保養與健康，因而願意投入時間於靈性服務之課程

體會，所以研究顯示 66 歲以上之使用者在「靈性健康~身心和諧」層面平均數最高。

而 46~55 歲使用者因已達人生之頂峰，正值事業家庭已穩定之壯年且各方面有所成就

可享受人生，因此對人際關係、工作、生活之規劃與人生藍圖已有成就，可致力於更

高的人生意義實踐和社會責任，同時正值思索「靈性與真實幸福感」之年齡，所以在

「與人締結~自利利他」層面顯著高於 25 歲以下之使用者；在「靈和相處~圓滿人生」

層面顯著高於 26 至 35 歲之使用者。而使用靈性服務後，年齡變項在整體及各分層面

顯示沒有差異，由此可知靈性服務促使 25 歲以下之年輕族群體會到「與人締結~自利

利他」之內涵，可增進人際能力，因此靈性服務可提升年輕族群之使用者，增加社會

網絡廣度並開拓職涯的多元面向規劃。另靈性服務也促進 26至 35歲之使用者具備「靈

和相處~圓滿人生」的認知，可達成身心靈圓滿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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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靈性服務後，年齡變項在整體及各分層面沒有差異，驗證研究假設 1-2 不成

立；顯示出靈性服務的使用成效與靈性成長的體會不因年齡而有所差別。唯一值得注

意的是使用靈性服務前後平均數在「明心見性~正確信念」層面，顯示年齡在 25 歲以

下的使用者得分越高，因此證明對於獨立思考和靈性內涵可超越宗教的概念，年齡越

輕者越容易認同。 

三、教育程度高低不影響靈性成長 

使用靈性服務前與使用後不同教育程度之使用者在靈性成長整體與各分層均無

顯著差異，研究假設 1-3 不成立。此與文獻研究顯示教育程度與靈性健康整體與各構

面均未有顯著差異之結果一致(吳佳蓁，2013；林雅音，2014；黃鳳玉，2011)。研究

者以實際服務經驗得知，其原因為靈性服務與各種課程非常淺顯易懂，所以不管是哪

一種階層的使用者都可以很快的體會與實踐，所以教育程度之高低並不影響靈性服務

使用之成效，均能藉由靈性服務項目提升靈性。但從使用靈性服務後的平均數分析中

得知，大專與教育程度為研究所以上之使用者，其靈性成長之平均數均高於其他教育

程度較低之使用者，而對於靈性服務自覺重要程度與滿意度，也以研究所以上之教育

程度者最高。因此研究者認為教育程度、職業與經濟收入是個體自我實現的外在評斷

因素，若個體滿足於馬斯洛之八大需求中的成長需求後，則容易追求最高層次之超自

我實現，亦即追求滿足靈性之需求。 

四、婚姻狀態不影響靈性成長 

不同婚姻狀態之使用者在使用靈性服務前，整體靈性成長層面有顯著差異，但各

組間沒有差異，與文獻顯示婚姻狀態對靈性沒有顯著差異相同(吳佳蓁，2013；洪雅

欣，2015；陳慧姿，2007；蕭雅竹，2004)。研究假設 1-4 於使用靈性服務前整體靈

性成長層面獲得驗證，但各組間沒有顯著差異未獲得支持，使用後因婚姻狀態與靈性

成長未達顯著，研究假設 1-4 不成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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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認為婚姻狀態雖會影響靈性成長與認知，但因靈性需求是每個人的渴望所

以受婚姻之影響並不明顯。 

五、有子女者人際關係、身心和諧較佳 

研究結果顯示有子女之服務使用者使用靈性服務前，在「與人締結~自利利他」

人際關係方面高於無子女者，使用後在「靈性健康~身心和諧」身、心健康和諧方面

有子女者亦高於無子女者，因此研究顯示養育子女可幫助個體在靈性方面有所體悟。

研究者認為此結果是，養育子女會使人培養出慈悲、無私付出與耐心、關愛等特質。

而根據研究者服務經驗認為，有部分使用者使用靈性服務後，明顯改善親子關係而使

家庭和諧身心健康，因此有子女者較無子女者靈性成長較好。因此研究假設 1-5 在使

用前與使用後部分層面得到驗證。 

六、經濟收入高較易追尋生命意義與突破困境 

研究顯示使用靈性服務前經濟收入高者在「活出意義~超越逆境」層面顯著高於

經濟收入較低者，而分析也顯示每月經濟收入在 10,000(含)元以下之使用者，對靈性

服務項目重要性與滿意度調查，是自覺最不重要與最不滿意的族群；而在靈性項目使

用前與使用後，顯示經濟收入較高者其平均數均高於收入較低之族群，因此顯示經濟

收入高者對靈性有較積極的追求，其成長動機較強烈。而擁有較好的人格特質與態度，

會設定人生目標的人較易獲得社會資源，因此可能成為高經濟能力族群；也顯示經濟

收入高會使個體較有自信，因此容易自我肯定，對於外在的挫折、評價較不易受到影

響，當面對困境時可賦予找尋生命之意義，因而容易突破困境。此結果與楊素華(2006)

認為經濟因素可影響一般民眾的靈性論述相同(引自許玉容，2013)。 

因此研究假設 1-6 在使用前部分層面得到驗證。而使用靈性服務後經濟收入並不

影響使用者體會靈性服務的成效，對靈性成長各面向並無顯著差異，研究假設 1-6 在

使用後沒有得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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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靈性追尋不侷限於宗教團體 

研究顯示使用靈性服務前受測者在整體靈性成長上，有宗教信仰者高於無宗教信

仰者；此結果與許多文獻研究顯示有宗教信仰者在靈性健康整體層面上顯著高於無宗

教信仰者之論述相同(Hage,2006；沈桂美，2014；陳慧姿，2007；蕭雅竹，2004)。顯

見若無靈性服務之介入，宗教是靈性成長的良好選擇。 

值得注意的是使用靈性服務後的統計結果與使用前顯示完全相反的狀態，轉變為

整體靈性成長層面無宗教信仰者顯著高於有宗教信仰者，此結果與國外學者 Levin 認

為靈性與宗教和宗教活動無顯著相關有一致的結果 (Ellison,Levin,1998 ；

Highfield,1992;Howden,1992;Kaczorowski,1989;Levin,1996;Sloan,Bagiella,Powell,1999)

國內研究亦發現有相似結果顯示無宗教信仰者亦可提升靈性，顯示宗教信仰可以是靈

性成長的路徑，但非唯一途徑，沒有特定信仰者亦可以透過體悟擴大靈性意識找到生

命的依歸並追尋人生的終極意義 (洪櫻純，2009；陳美琴，2014；黃向吟，2009；楊

素華，2007)。從研究結果 t 檢定中發現，使用靈性服務後，無宗教信仰者較有宗教信

仰者靈性成長較多，而在靈性服務的重要性與滿意度調查中也顯示無宗教信仰者較有

信仰者感到重要且滿意，顯見無宗教信仰者對於靈性服務的重視與使用成效滿意度較

高。 

研究者就研究結果發現使用前在所有層面中有宗教信仰者僅在「明心見性~正確

信念」層面未達顯著，顯示有宗教信仰者之認知是相信藉由算命、改名、求神問卜或

宗教之儀式、修練、戒律規範等可提昇靈性，並獲致身心靈的健康。而使用靈性服務

後「明心見性~正確信念」層面轉變為無宗教信仰者顯著差異高於有宗教信仰，顯示

無宗教信仰者認為宗教的教義、儀式、修練甚或宿命論之觀念，無法讓靈性成長，且

在整體靈性成長層面無宗教信仰者均高於有宗教信仰者，因此研究者認為受測者在使

用靈性服務後對靈性意識的認知產生轉變。當宗教有其正面的啟示性、教育性、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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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等功能，宗教可發揮積極功能，但我們也不應忽略宗教有其消極、負面的影響；

例如：以組織信徒建構封閉的、不可質疑的神聖性，以功利、偏私、迷信的崇拜偶像

心理，泯滅了個體獨立思考的能力，宗教若因掌握了靈性中超自然、超心理或超科學

的方式，用以使個體產生盲目崇拜與敬畏，這無疑阻礙靈性追尋真正的道路。因此靈

性追尋不侷限於宗教組織，我們可以擁有宗教情操但也不必然是宗教信徒或信仰者。 

八、職業選擇不影響靈性成長 

根據研究結果顯示使用靈性服務前與使用後，不同職業之受測者均無顯著差異，

顯示職業變項不影響靈性成長；此結果與吳佳蓁(2013)的研究結果顯示不同職業在靈

性健康整體及各構面有顯著差異相異，研究假設 1-8 未獲得支持。因經濟收入、教育

程度與職業是具有相關性，因此從研究結果可以得知此三項變項均不影響靈性成長，

對於使用靈性服務的成效亦沒有差異，研究者認為這顯示出靈性服務適用於大眾各階

層，對於有靈性需求的個體來說，並無任何階層限制，也顯示出此次研究之機構建構

以非營利組織型態提供靈性服務的正確性，讓更多不同階層的人均能使用靈性服務，

以提升靈性。 

九、不同背景特質之靈性成長有所差異 

此次研究調查結果顯示個人背景變項擔任職工和志工者、年資 8 年以上，每月接

觸頻率 20 次以上受測者整體靈性成長狀態最佳。靈性成長與擔任志工有顯著相關，

此結果與洪櫻純(2009)的研究結果相同，顯示從事志願服務可提升靈性成長。研究者

認為此研究機構之職工多數由志工遴選擔任，因此從事職工與志工之使用者多有助人、

追尋生命意義和靈性追尋的意向，而因年資久長時間接觸靈性服務較易體會到靈性之

真諦，也顯示出使用者對靈性成長有較高期待，因此易於體悟到靈性內涵。就研究者

的實務經驗也發現從事志工、職工與年資和接觸頻率均有正相關，亦即擔任志工與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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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多數為年資較深，接觸頻率較多之服務使用者，所以此一族群使用者亦可發現其

靈性成長較佳。 

肆、靈性服務使用前後之幸福感現況 

一、身心健康方面，男性優於女性，幸福感提升女性大於男性 

研究結果顯示，使用靈性服務前後性別對整體幸福感沒有顯著差異，僅在使用前

「身心健康」方面男性優於女性有顯著差異，此與學者 Argyle & Lu(1990)研究認為女

性比男性明顯來的幸福之論述不同。使用後雖性別對幸福感沒有顯著差異，但女性整

體幸福感之平均數明顯提升且高於男性，因此研究者認為女性幸福感的提升與靈性成

長狀態相同，於使用靈性服務後女性明顯提升幸福感，因此使用靈性服務之成效女性

優於男性。 

研究者認為使用靈性服務前男性在「身心健康」層面優於女性，原因與靈性成長

相同，因女性求助者多數有身心靈健康之困擾，因此在身心健康方面男性優於女性。

驗證假設 2-1 使用靈性服務前部分成立，使用後不成立。 

二、年長者較年輕者感到幸福 

就靈性服務使用前調查年齡與幸福感整體及部分層面有顯著差異，使用靈性服務

後幸福感僅在正向情緒有差異；顯示年紀越長越容易感到幸福，此與國外學者 Lu、

Argyle (1991)及 Frank、Andrews(1991)發現幸福感會隨著年齡而減低之論述不同，而

Argyle (1987)和陸洛(1998)也認為幸福感不會隨著年齡而有顯著差異；因此本研究結

果顯示年長者在整體幸福感與正向情緒、身心健康、自我實現等層面較年輕者為優，

驗證假設 2-2 在使用靈性服務前幸福感整體及部分層面成立。研究者根據服務經驗發

現年長之使用者以退休人士居多，所以 66 歲以上和 56 至 65 歲之使用者，較注重身

心的保養與健康，經生命之歷練培養出修養境界，因此對於情緒較能掌控較易有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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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對於人生各階段的自我實現也有所成，因此較易獲得幸福感。而 36 至 45 歲之

使用者正值事業家庭發展時期，所以顯見承受較多的壓力因而此時幸福感最低。經使

用靈性服務後年齡與幸福感並無顯著差異，顯示年齡不影響靈性服務使用之成效，驗

證假設 2-2 在使用靈性服務後不成立。 

三、生活滿意、自我實現以高學歷者為多 

研究發現教育程度與幸福感有正向關聯，結果顯示靈性服務使用前教育程度對幸

福感整體與生活滿意、自我實現層面有顯著差異；研究所(含)以上者顯著優於高中(職)

的使用者；國外學者 Campbell(1981)研究結果顯示教育程度對於幸福感亦有正向影響，

其他國內研究也顯示教育程度越高者能增進自我覺察和反省，對自我期待較高，因此

容易感到幸福快樂(陸洛，1998；羅凱南，2000；楊雅筠，2002)，驗證假設 2-3 於使

用靈性服務前獲得支持。研究者認為教育程度越高易獲致社會資源，較容易自我肯定，

對人生有規劃，因此對生活滿意較易達成自我實現；但使用靈性服務後教育程度與幸

福感沒有顯著差異，因此顯示學歷不影響使用靈性服務之成效，使用靈性服務可提升

各階層者的幸福感，因此研究者認為靈性之提升不受限於教育水平之影響，可突破知

識與學歷的限制，人人都可體會。 

四、離婚或分居者，幸福感提升不易 

 研究結果發現使用靈性服務前婚姻狀態對整體幸福感與五個層面有顯著性差異，

其中離婚或分居者顯示在正向情緒、生活滿意、和諧人際、身心健康、自我實現等方

面均較其他婚姻狀態者為低，已婚有配偶之使用者平均數明顯高於離婚與分居者，在

「整體幸福感」、「和諧人際」、「自我實現」層面同居者明顯高於其他婚姻狀態，因此

離婚或分居對幸福感有較大的負面影響；而已婚與同居者較其他婚姻狀況者幸福，驗

證假設 2-4 於使用靈性服務前獲得支持。此研究結果與國外學者 Argyle(1987)認為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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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的人比未婚、離婚或寡居的人更為幸福的結果一致，也與國內研究顯示婚姻狀況對

幸福感有差異結果相符(林崇逸，2007；陳鈺萍，2004)。 

根據研究者實務經驗發現婚姻狀況為離婚或分居者，大多認為人生是失敗的，對

於生命前景都有負面想法，尤其是女性之使用者更容易有心理、身體健康之困擾，但

若是有配偶或同居伴侶較易有自信心也相對感到較幸福。另使用者在使用靈性服務後，

顯見靈性服務可提升喪偶寡居者之幸福感，在「整體幸福感」和「和諧人際」層面，

喪偶者明顯高於離婚或分居者，因此研究發現配偶死亡因而失去伴侶較容易藉由靈性

成長度過困境重拾幸福感，其靈性服務之使用成效較離婚或分據者為高；原因為靈性

服務之「靈性科學理論與課程」對於生死與所謂靈魂來處與去處有詳盡的理論說明，

因此可協助喪偶者很快地度過傷痛；而經歷婚姻失敗、分居與伴侶離異則可能形成一

種心理上的重大創傷，包括喪失自信、家庭破碎、同儕與社會人際的壓力而較難突破

失婚的逆境，以 t 檢定分析發現離婚或分居者對其他婚姻狀況者之幸福感，使用靈性

服務前後均低於其他婚姻狀況之使用者，因此顯見離婚或分居之婚姻狀態對於幸福感

有正相關之影響。 

五、有子女者自我實現、正向情緒高較幸福  

研究發現使用靈性服務前，自我實現層面有子女者顯著高於無子女者，研究者認

為使用者有家庭與子女之故，容易追求事業、家庭各方面之圓滿而有自我實現感，使

用前後各層面平均數仍以有子女之使用者高於無子女者，驗證假設 2-5 於使用靈性服

務前後獲得部分支持。在國內許多研究中也顯示有小孩的夫妻整體幸福感比沒有小孩

的幸福感高(林子雯，1996；張瑛，2005；陳得添，2006)。研究者認為使用靈性服務

後有子女者在「正向情緒」層面明顯高於無子女者，原因為使用靈性服務對情緒管理

的體會可應用在親子關係中，容易獲得情緒的改善增進親子和諧。因此研究結果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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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管是否有使用靈性服務，養育子女對於幸福感提升均有助益，而使用靈性服務後有

子女者更快樂更有自信對未來更樂觀。 

六、使用靈性服務後經濟收入不影響幸福感 

經濟收入是否可影響幸福感？使用靈性服務前的研究結果顯示經濟收入對整體

幸福感與所有層面均有顯著差異，收入 80,001 元(含)以上之受測者明顯高於其他經濟

收入者，驗證假設 2-6 於使用靈性服務前經濟收入可影響幸福感，獲得整體幸福感與

所有層面之支持，與學者 Campbell(1976)的研究相同，顯示高收入者的幸福感高於低

收入者；因高收入家庭者因享有較佳之物質條件及較多自由控制與選擇，其幸福感高

於低收入者(陸洛，1998)。因此根據研究結果，若使用者收入達到八萬元以上，即有

較高的幸福感。值得注意的是這個研究結果與遠見雜誌(2012)所作之調查顯示足夠的

財務所得基礎可以提升個人快樂程度，但個人每月平均所得若超過 8 萬元以上，所得

與快樂程度關連性即不顯著，因此每月經濟收入 8 萬元是台灣人的幸福所得數字。 

而更值得探究的是使用靈性服務後顯示經濟收入在整體幸福感與五個層面均沒

有顯著差異，僅在生活滿意層面有所差異，但各組間沒有顯著差異，而幸福感各層面

除自我實現層面外，各層面平均數均以經濟收入 60,001~80,000 元之使用者為最高，

顯見使用靈性服務後可降低對經濟、金錢的認知看法，而獲致靈性成長之個體，其經

濟收入仍能影響「生活滿意」層面的認知，但對其他幸福感層面已無影響，與使用靈

性服務前整體幸福感和各分層面均有顯著差異的結果大相逕庭。 

因此研究結果顯示使用靈性服務可以改變使用者對於物質、金錢的看法而較容易

獲致幸福感，因此也驗證了前述文獻中學者卡蘿‧葛拉罕(Graham，2013)在其著作「幸

福經濟學」中提到的「幸福小農 V.S.悲慘富翁」的矛盾，幸福感取決於認知與觀念而

不是金錢。因此一個人是否幸福就端看個體是追求生存需求或靈性需求的滿足而定，

誠如 Maslow 的需求理論所述，一個人若已滿足了生理、安全感、愛與自尊的需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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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多的金錢將不再有助於我們獲得更多的幸福，而必須轉而尋求靈性之滿足，才能獲

致真實幸福感。因此本次研究中之靈性服務，可引領個體轉變認知觀念，改變價值觀，

以全新的角度來看待生活中的人事物。驗證假設 2-6 於使用靈性服務後不成立。 

七、靈性服務可涵蓋宗教功能 

研究結果顯示受測者在使用靈性服務前，不同宗教信仰在整體幸福感與所有層面

均顯著差異，有宗教信仰者明顯高於無宗教信仰者，因此與國內研究顯示有宗教信仰

者幸福感比沒有宗教信仰者為高之論述相同(陳得添，2005；引自陳慧姿 2007)，研究

驗證假設2-7於使用前整體幸福感與各層面有宗教信仰者高於無宗教信仰者獲得成立。

而使用靈性服務後幸福感產生的變化與靈性成長相同，在和諧人際、身心健康、幸福

觀層面顯示無宗教信仰者高於有宗教信仰者，研究者認為因靈性服務可涵蓋宗教功能，

促使個體因靈性服務而使得人際關係、身心健康層面明顯獲得改善，且有正確幸福觀

能提升幸福感，也顯見有宗教信仰者在人際關係和身心健康層面，較無宗教信仰者不

易提升，根據研究者的服務經驗，認為原因可能宗教觀念與規範容易使個體與他人產

生矛盾，而虔誠的教徒易有固執的想法或行為框架，因此容易有身心失衡的現象。 

研究驗證假設2-7於使用後無宗教信仰高者之幸福感高於有宗教信仰者獲得部分

成立。研究者根據實務得知至研究機構之民眾大多對靈性有需求，但卻不一定欲往宗

教組織追尋，原因是現今全球除了傳統宗教亦出現各種新興宗教派別，台灣也不例外，

因此有部分使用者對各種教派的教義、儀式有諸多疑慮，甚至有宗教強調各種神秘力

量，因而迷信外在神力和崇拜諸神代言人，造成追隨信眾之偏差行為，最終產生靈性

困擾與靈性急症等現象心生恐懼。且研究者認為藉由宗教之形式與組織體會靈性，容

易產生偏頗、迷信與盲目，其幸福感可能是由外而內的形式所產生的假象，並不一定

是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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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從事服務業生活滿意度較低 

使用靈性服務前不同職業變項對整體幸福感沒有顯著差異，僅在生活滿意層面服

務業顯著低於從事文化、教育、教師與退休人員，顯示從事服務業者生活滿意度較低，

而使用靈性服務後沒有顯著差異，因此研究驗證假設 2-8 於使用前部分層面獲支持，

使用後未獲得成立。此研究結果也與國外學者 Campbell 於 1981 研究相呼應，其論點

為職業地位是由收入及教育水準組合而來的，因此收入較多聲望較高的工作會令人覺

得比較幸福。因此研究結果顯示台灣服務業的生活滿意度較低，研究者根據實際經驗

所知，許多使用者工作上最大之壓力即是低薪狀態、擔心失業或工作的業績壓力所影

響，另外從事服務業因消費意識抬頭，常面臨較多的情緒困擾也會影響幸福感。而從

事文化、教育、教師和退休人員之使用者，多數因工作性質固定且薪資較服務業高出

許多，職業地位相較其他職業為高，因此生活滿意度較高。使用靈性服務後職業對幸

福感沒有顯著差異，因此可以發現使用靈性服務的成效對不同職業沒有影響；均可提

升幸福感，驗證假設 2-8 於使用後未獲支持。 

九、不同背景特質幸福感有所差異 

此次研究結果顯示使用靈性服務後擔任職工和志工者、年資 8 年以上，每月接觸

頻率 20 次以上的受測者整體幸福感狀態最佳，研究假設 2-9、2-10、2-11 驗證使用靈

性服務後獲得支持，幸福感與擔任志工有顯著相關，與國內相關研究相同顯示從事志

願服務可提升幸福感，助人行為和從事志願服務均有助於幸福感之提升(賴素燕，2008；

林維良，2010；陳玥錡，2013)。根據研究者的實際服務經驗，擔任本研究機構之職

工與志工，均從事助人靈性提升與幸福的工作，在協助他人的同時自己也會獲得成長，

而助人有三種方式：例如一為捐助金錢、物資或協助改善對方的困境來協助他人；二

為輔導對方如何了解真理與開啟智慧的方法，協助對方提升靈性；三為當有人遭受挫

折打擊，意志消沉，即以言語鼓勵，使其建立信心；使個體的心靈得到安定，免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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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恐懼與不安。因此擔任研究機構之職工與志工也須先改善自身後，再用本身的靈性

體會協助他人成長，此過程能獲得很大的成就感。所以擔任研究機構之職工與志工有

較高之幸福感原因即是助人行為可增強個體本身的信心、自我肯定與自我實現，此論

述與陸洛(1998)提出對於付出社會支持和助人可增強個人的自尊感和能力感因而較

幸福之論點相同(Fisher et al.,1982)。 

就統計分析得知接觸靈性服務年資較久、接觸頻率較多者幸福感顯著高於年資短

和接觸頻率較少者，此點亦與靈性成長之調查相同，顯示擔任職工與志工、年資較久

且接觸頻率多的使用者對於靈性服務的體會也會較多，因此研究結果顯示整體幸福感

與擔任職務、年資和接觸頻率有顯著正相關。 

伍、靈性成長與幸福感的關聯性 

一、靈性成長越好，幸福感越高 

非營利服務使用者使用靈性服務後在整體靈性成長及六個層面對整體幸福感及

六個層面均呈顯著正相關，就此分析驗證研究「假設三、服務使用者靈性成長與幸福

感有顯著相關」使用靈性服務後有顯著相關獲得支持。文獻指出國外學者 Purdy 和

Dupey(2005)認為靈性模式包含：信念的普遍力量、生命的意義、死亡的意義、與人

連結和有悲天憫人的傾向；因此每個人拓展他們的心靈能力，可以增進其幸福感，而

靈性成長所帶來的體悟則可以使個體獲致幸福感受。此論述與本研究結果相符，研究

發現「靈格提升~智慧湧現」、「活出意義~超越逆境」、「與人締結~自利利他」三層面

對整體幸福感有顯著的高度正相關；顯示服務使用者使用靈性服務後此三項靈性成長

層面提升，能影響整體幸福感越高。根據研究結果研究者認為靈性層面影響整體幸福

感的關鍵是：當靈性正能量獲得提升，個體會改變內在思考模式、人格特質和外顯行

為、態度，因此在生命歷程易做出智慧的選擇；且個體經由了解自我價值、釐清生命

意義，能自我肯定，因此不管遇到挫敗、人際上的障礙與逆境，都能自我療癒坦然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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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一個有智慧與高尚人格特質的人，懂得營造和諧的人際關係、重視人際之關懷與

給予，能心懷感恩和慈悲心，如此具有完善的個體較容易獲致幸福。 

二、由內而外，獲致真實的幸福感 

文獻探討中提到東方哲學儒家的幸福感是源自「好學，行仁和人群和諧」而道家

與佛家也強調幸福是由內在的自我覺察、體悟明心見性而產生，與本研究結果亦相符。

研究者認為個體在靈性修養向善的過程中，調整自身的人格，形成具有高尚品格與道

德的價值觀，價值觀在人的生命裡從內而外產生變化，具有改造生命扭轉命運的力量，

把人的潛能整個發揮出來，因此幸福的人具有較強的內控人格特質；相反的，沒有高

尚品格的人，常會做出錯誤的選擇和處事態度沒有智慧，會使自身陷入困境，理所當

然不會幸福。當個體藉由修養自身產生了高超的境界，內在的滿足會源源不絕，因此

不會看到別人沒有修養而生氣，也不會看到別人吃喝玩樂好似很快樂而羨慕，當不被

外在的種種影響，這樣的幸福和快樂才是真實的。 

本研究調查影響靈性成長與幸福感的重要因素排序，「認知與觀念」、「人格特質」

二項為最重要的因素，而靈性成長層面中影響幸福感面向最多的是「活出意義~超越

逆境」、「靈格提升~智慧湧現」二個層面，均顯示出相同的結果，因此研究者認為屬

於東方文化的真實幸福感是建立在高尚人格與正確的價值觀上。 

三、活出意義，邁向幸福圓滿的人生 

根據研究結果發現「活出意義~超越逆境」層面其內涵對幸福感有高度相關。其

結果顯示當個體靈性成長產生之體悟，對於人生有目標、能自我肯定、懂得愛自己，

遭遇挫折有自我療癒的能力；對於外界的批評、誤解可以坦然面對，並藉由提升靈性

能量順應生命中的起伏，對於整體幸福感、正向情緒、和諧人際、身心健康、自我實

現即有高度正相關，可滿足真實幸福感的感受。此結果與 Seligman(2012)提出正向心

理學致力於人生之意義之追求，並藉由培養美德、正確價值觀、建立目標等以獲得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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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幸福的生活論述相符合。由此結論得知建立目標、正向思考、活出意義、提升靈性

能量，能讓我們邁向幸福圓滿的人生，本研究對於幸福感定義是整合個人主觀感受的

情緒、認知和心理健康三方面的感受滿意度，並意識到生命之完善、生命的意義與存

在的價值，幸福感是經由認知的改變與行動之實踐達成目標後產生，因此幸福是需要

由內而外實踐的。 

四、獨立思考，掌握自己的命運 

根據服務使用者使用靈性服務前在整體靈性成長及六個層面對整體幸福感及六

個層面中，發現唯有靈性成長之「明心見性~正確信念」層面呈現部分層面對幸福感

沒有顯著相關，但使用者使用靈性服務後「明心見性~正確信念」層面對幸福感各層

面均顯示有顯著正相關，此層面的內涵顯示當個體不順遂時不會尋求宿命論解決，也

不會以向外求的方式借助宗教之儀式修練、上帝神明來改善自身的困境，或運用宗教

之戒律規範使靈性成長，因此使用靈性服務後，使用者可擁有獨立思考、理性思辨之

能力。另一方面研究顯示使用靈性服務後「靈格提升~智慧湧現」層面對幸福感有高

度正相關，顯示人格特質與智慧可以影響幸福感。 

研究者認為個體若具備理性思考能力，容易做正確的抉擇，人生會較順遂，因此

容易有幸福感受，此與古希臘哲學家，亞里斯多德提出幸福不是品質，而是現實活動，

具有理性思辨的人會有崇高的目標，能為高尚的目標奮鬥，從而達到幸福，而缺乏理

性原則的人則不可能有幸福(張陸、佐斌，2007)之論點相同。因此當我們在實踐幸福

的過程中應是客觀的，而不是自我理解與感受的主觀認定，是理性的、自我負責的、

是正確認知與價值觀的實踐，而不是將生命交給外在的寄託、由宿命論的神明、上帝、

超自然力量來擺佈命運。幸福是因個體靈性提升造就智慧的累積，做出掌握命運的正

確抉擇，經過自我實現的努力，達成個體潛能的實現，因此靈性與幸福感有顯著的關

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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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靈性服務與背景變項對靈性成長具有解釋力 

本研究以九項靈性服務項目「放鬆訓練」、「降意識訓練」、「靜態、動態之身心靈

自我療癒課程」、「人際互動與靈性休閒」、「志願服務」、「美好品格與靈性能量提升之

檢定」、「靈性科學理論與課程」、「心靈諮詢服務」、「身心靈整合療法」和背景變項中

「有無宗教信仰」、「職務」、「年資」、「使用頻率」對非營利服務使用者靈性成長整體

與各面向，探究彼此間重要之解釋因子。研究者認為使用者之不同背景變項對使用靈

性服務有相關解釋力，得到研究發現如下。 

一、「靜態、動態之身心靈自我療育課程」對靈性成長影響最大 

研究結果顯示「靜態、動態之身心靈自我療癒課程」對整體靈性成長與「靈格提

升~智慧湧現」、「與人締結~自利利他」、「靈和相處~圓滿人生」三層面有預測力，在

整體靈性成長中，使用「靜態、動態之身心靈自我療癒課程」、「無宗教信仰」、「擔任

志工」、「年資八年以上」和「使用頻率達 20 次以上」對靈性提升有預測力。  

研究者認為「靜態、動態之身心靈自我療癒課程」是影響靈性成長最重要之靈性

服務項目。此項靈性服務能提升靈性能量，與 Maslow 在超自我實現中，提到的高峰

經驗與高原經驗產生的靈性體會相同，另外「靜態、動態之身心靈自我療癒課程」使

用過程中的靈性體驗與 Csikszentmihalyi 所提出的心流經驗相似，可達到靈性能量提

升促進身心靈調和，此種體驗帶動個體潛能的顯現，並藉由靈性提昇獲致幸福感。根

據研究者之實務經驗此服務對於無宗教信仰者來說使用成效較好，原因為沒有宗教信

仰者在靈性體會上，較不受宗教舊有的靈性觀念束縛，易有快速的進展與體會，且許

多至研究機構之使用者若曾從事各種宗教之靈性修練，會影響「靜態、動態之身心靈

自我療癒課程」的使用成效。研究也顯示擔任志工，年資為八年以上，使用頻率每月

達 20 次以上之使用者，大多能夠獲得較多靈性成長體會，而年資八年以上與幾乎每

天接觸機構者體會靈性內涵較深刻且穩定，原因為「靜態、動態之身心靈自我療癒課



 

179 

 

程」需要長期間的練習與體悟，而擔任志工可以將所體悟的心得透過志願服務的職務

傳授給他人，達到「與人締結~自利利他」，完成自我實現使靈性成熟之故。  

二、「美好品格與靈性能量提升之檢定」對提升靈格與智慧有所助益 

研究結果顯示靈性服務中「美好品格與靈性能量提升之檢定」項目對「靈格提升

~智慧湧現」層面有預測力。此項靈性服務項目促進使用者重視美好品格、情緒管理

與靈性成長，定期測量之檢測結果，可提供使用者了解使用靈性服務後是否有所改變

與進步，並針對需改進之處給予明確的輔導與諮詢，使難以用言語文字量化的靈性成

長狀態，落實於數據化與系統化。因此此項靈性服務確實對人格特質改變、情緒管理、

智慧培養與修心養性有其解釋力。 

三、「靈性科學理論與課程」協助找尋意義與安頓身心 

研究結果顯示「靈性科學理論與課程」對「活出意義~超越逆境」、「靈性提升~

身心和諧」二個層面有預測力。此項靈性服務項目協助使用者找尋生命意義，在靈性

探求過程中給予最重要的理論指引，因此「靈性科學理論與課程」對獲致有意義、身

心和諧健康的人生有其解釋力。 

四、不同背景變項對靈性成長有解釋力 

「無宗教信仰」、「擔任志工」、「年資八年以上」和「使用頻率達 20 次以上」對

靈性成長有解釋力，研究結果也顯示年資在 1 年以下和 1~2 年之使用者在部分層面其

影響是負面的，顯示年資較淺對使用靈性服務較無體會，而每月接觸機構頻率達 20

次以上對靈性成長有全面的影響。  

由上述研究結果顯示「靜態、動態之身心靈自我療癒課程」、「美好品格與靈性能

量提升之檢定」、「靈性科學理論與課程」三項靈性服務對靈性成長有其解釋力，而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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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信仰、擔任志工與使用靈性服務的頻率多寡、年資均可預測靈性成長之成效。驗

證研究「假設四、靈性項目與背景變項對靈性成長有顯著預測力」獲得部分支持。 

柒、靈性服務項目對幸福感具有預測作用 

一、「靜態、動態之身心靈自我療育課程」讓個體更幸福 

研究結果顯示「靜態、動態之身心靈自我療癒課程」對使用者之整體幸福感、正

向情緒、生活滿意與人際和諧層面有預測力。因此經使用此靈性項目後可提升個體的

幸福感，在正向情緒、生活滿意和人際關係上都可以獲得滿足。 

二、從事「志願服務」可增進身心健康與自我實現 

研究發現從事志願服務對身心健康、自我實現層面有預測力。顯示做志工可提升

個體的身體健康和心理健康，對生活有投入感與參與感，顯示生命有意義與目標，容

易獲得他人肯定進而自我肯定，能發揮潛能展現能力，因此擔任志工更幸福。 

三、「靈性科學理論與課程」讓人人擁有幸福觀 

研究發現「靈性科學理論與課程」對幸福觀層面有預測力。顯示藉由課程可協助

個體建立正確的幸福觀，擁有正確的幸福觀才有幸福的人生。「靈性科學理論與課程」

內涵是教導個體如何過一種身心靈平和的生活，如何建立高尚的人格和如何滿足靈性

需求，因此通過課程即有正確的幸福觀念。根據上述發現驗證研究「假設五、靈性項

目對幸福感有顯著預測力」獲得部分支持。 

捌、靈性成長對幸福感具有預測作用 

研究顯示靈性成長四個層面對整體幸福感解釋力達顯著水準，可有效解釋依變項

71.6%的變異，因此可深究關鍵性的靈性內涵如何影響幸福感。研究發現靈性成長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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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影響整體幸福感的四個要素依解釋力重要性分別為：「活出意義~超越逆境」、「靈格

提升~智慧湧現」、「與人締結~自利利他」、「靈和相處~圓滿人生」，許多的文獻論述

與本研究結果是相符的 (Diana,1999;Fehring,1997;Graham,2013;Purdy、Dupey,2005; 

Reed,1992;)，誠如國外學者 Swinton(2001)認為靈性和幸福感的運作模式，應從心理

健康方面尋找意義、目標、認知調解並可透過宗教或非宗教的方式，尋找終極意義及

自我價值，昇華精神力量，達到靈性上超越的境界。而本研究結果也與正向心理學

Seligman(2012)所論述之幸福五元素：正向情緒、全心投入、意義、正向人際關係和

成就相符，靈性中的智慧、意義、自利利他、身心靈圓滿均會促使獲致幸福感。因此

驗證研究「假設五、靈性成長對幸福感有顯著預測力」獲得支持。 

值得探索的是研究結果顯示靈性成長的要素影響幸福感以「活出意義~超越逆境」

對正向情緒、生活滿意、和諧人際、身心健康、自我實現層面均是最重要的解釋因子，

因此研究者認為若是個體能了解自我存在價值、生命意義，透過實踐完成目標而自我

肯定；面對困境有能力超越或自我療癒，最重要的是對於他人的眼光、批評與誤解可

以坦然面對，個體若培養出上述的靈性內涵則容易獲致真實的幸福感。 

第二節 研究建議 

壹、對機構的建議 

一、提升靈性服務的輔導與服務品質，增加使用者的靈性體會和成長 

根據本研究結果發現，服務使用者認知相對重要性較高與滿意度較低的靈性服務，

如：「心靈諮詢服務」、「放鬆訓練」、「美好品格與靈性能量提升之檢定」，可開設相關

增進服務品質之教育訓練或調查靈性服務之缺失與建議，以利提升靈性服務之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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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滿意度重要性的背景變項差異中得知 66 歲以上的使用者對多項靈性服務均認

為最不重要及最不滿意，因此應多加重視改善此部分族群的服務品質，或針對此特定

族群調查其靈性需求與意見以改善課程品質。而教育程度為研究所(含)以上的使用者，

對靜態、動態之身心靈自我療癒課程、靈性科學理論與課程感到最重要與最滿意，且

研究所(含)以上的使用者族群於靈性服務使用後，在靈性成長與幸福感各層面平均數

均較其他教育程度者為高，因此可針對此類大眾族群舉辦各項靈性講座、靈性活動，

積極推廣靈性服務，或可提升靈性科學之地位。另外國小教育程度之使用者、未婚或

25 歲以下的年輕族群使用者也有多項服務項目感到較不重要與不滿意，顯見課程可

針對不同年齡、不同族群做調整與設計，應可達到更好的品質與成效。 

靈性成長之提升與幸福感有密切相關，根據統計顯示提升靈性成長的靈性服務項

目有：「靜、動態身心靈自我療育課程」、「美好品格與靈性能量提升之檢定」及「靈

性科學理論與課程」，應加強提升此三項靈性服務品質。其中更應加強「美好品格與

靈性能量提升之檢定」之人員教育訓練，因為此項目是使用者認知重要性較高但滿意

度較低的，卻是提升「靈格提升~智慧湧現」層面最重要之靈性服務項目。另外根據

研究顯示年資和使用頻率會影響靈性服務之使用成效，因此研究機構可協助不同階段

之使用者規劃課程目標和做好時間管理，協助安排靈性服務之階段進程，提升靈性學

習之成效。 

二、開設生命意義與目標規劃相關課程 

從研究結果得知「活出意義~超越逆境」是增進幸福感的重要因子，研究機構可

開設相關課程與服務，有益於使用者人生目標與意義之建立。根據本研究結果顯示，

使用者的幸福感來自認知觀念、人格特質和情緒管理，且人生需有目標、能自我肯定、

有生命意義，對挫折有自我療癒能力等，因此研究機構可規劃一系列完善系統化之靈

性服務與課程，提供服務使用者相關的知能，以提升靈性促進幸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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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增加婚姻諮詢與輔導，協助使用者獲致美滿婚姻提升幸福感 

根據研究結果顯示，婚姻之狀態會影響服務使用者靈性之成長和幸福感，「離婚

或分居」者其靈性成長與幸福感在使用靈性服務前與使用後均顯示為所有婚姻狀態中

最低的族群，而已婚有配偶之使用者幸福感較高，因此建議研究機構可提供專業的婚

姻輔導與諮詢，提供服務使用者建立和諧家庭、美滿婚姻、親子關係的各項知能，以

提升靈性與幸福感。並針對離婚或有婚姻危機的使用者提供個別的諮詢課程，協助走

出婚姻的傷痛或困境，尤其是失婚的女性個體更應加強此部分的服務。 

四、志願服務之宣導與靈性轉化 

根據研究結果得知，使用者認為最不重要與最不滿意的靈性服務項目是「志願服

務」，但根據影響靈性成長的解釋因子，「擔任志工」可提升靈性成長，對幸福感有預

測力，顯示從事「志願服務」能增進幸福感，研究者從使用者的角度了解其可能原因

是，從事志願服務容易淪為一種義務，且從事「志願服務」會花費較多精力與時間於

協助他人，因此無法從事與自身靈性成長有關的靈性服務及課程，使得受測者有可能

不喜歡擔任志工，但從事志工有助於提升靈性與幸福感，因此建議機構鼓勵使用者從

事志願服務時，應了解其參加志願服務時的動機與意願，並多考量其工作內涵與時間

之安排，研究者建議可規劃多種志願工作性質，讓服務使用者依自身條件選擇加入，

並增進從事志願服務後的經驗如何做靈性轉化的能力，以提升此項靈性服務的成效。 

五、廣設靈性科學理論相關課程與活動 

研究顯示使用靜態、動態身心靈自我療育課程、靈性科學理論與課程可了解人生

意義與目標，並加強促進身心靈健康，獲得圓滿人生。從重要性與滿意度和統計分析

中得知，使用靈性服務後各種不同需求和背景相異的使用者均能提升靈性和幸福感，

因此顯見靈性服務可協助普羅大眾，且研究亦發現使用靈性服務後的使用者，對於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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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與靈性上的認知觀念產生了變化，從 t 檢定分析發現無宗教信仰者使用靈性服務後

靈性與幸福感均高於有宗教信仰者，因此靈性可以超越宗教意涵，使人人都可進行靈

性成長的追求，不必然往宗教領域探求，因此可協助更多人且無任何限制；藉由推廣

正確的靈性科學理論能幫助個體獲致人際和諧、身心健康和擁有正確的幸福觀，因此

建議機構可開設相關靈性成長課程，推廣靈性服務。 

六、靈性成長與幸福感量表之應用 

建議機構可應用此次研究之量表，評估檢視服務使用者之靈性成長與幸福感狀況。

藉由具體之量表內容，易於瞭解靈性成長與幸福感的情形，可檢視自己進步和成長障

礙的層面，以作為個人調整改善的參考，並可提供機構適時安排適切的服務與協助時

的參考。 

貳、對相關非營利組織、社會工作單位之建議 

一、推廣靈性服務項目，協助身心靈障礙者 

本研究發現靈性服務可使個體改善身心健康和保持正向情緒，因社會工作均是協

助遭遇不同困境的個案改善其現況。因此本次研究機構之靈性服務可提供非營利組織

及社會工作相關領域應用，協助不同領域的身、心、靈障礙個案，藉由使用靈性服務

提升個案的靈性成長、增進自我療癒能力，解決目前社會工作之困境，提升社會工作

的績效。 

二、推動靈性服務研究之合作 

根據本研究結果發現，服務使用者藉由使用靈性服務後可促進正向情緒、生活滿

意、人際和諧、 身心健康，達成自我實現，享有幸福的人生，因此可與不同領域之

非營利組織、社會工作機構進行靈性服務之研究，例如：使用靜態、動態之身心靈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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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療育課程可改善正向情緒、提升身心靈健康，也可與其他領域進行靈性健康之研究，

並應用於精神醫療、心理諮商、社會工作、教育內涵等等，或可改善目前無法突破的

各種困境。  

參、對政府政策之建議 

一、經濟政策方面 

本研究發現「經濟收入」確實會影響個體對於生活滿意的幸福感受。以 t 檢定分

析發現，經濟收入 8 萬元以上之使用者幸福感明顯高於 8 萬元以下使用者。雖台灣在

2015 年 7 月 1 日通過「基本工資調整」案，每月基本工資調整至 20,008 元，但就本

研究結果顯示經濟收入在 40,000 元以下之受測者，在幸福感各層面仍較其他高收入

者為低。經濟是政治的基礎，因此國民之幸福感需建立在良好的經濟條件下，對於台

灣目前之低薪資現象，政府宜加強經濟政策及重視產業結構和整體人力薪資之提升，

促進人民幸福感提升讓老百姓幸福有感。 

二、家庭政策方面 

本研究發現在婚姻狀況中已婚有配偶並有子女者有較佳的靈性和幸福感，但從研

究中發現部分已婚有配偶者亦無生育小孩，因此政府應重視目前許多不結婚不生育的

現象，宜鼓勵婚姻與生育子女；以 t 檢定分析發現離婚或分居者的幸福感明顯低於其

他婚姻狀態者，因此若婚姻產生問題，造成特殊境遇之家庭結構，例如：夫妻離婚或

分居則不易有幸福感，因此建議政府應重視家庭政策，使民眾有健康的婚姻狀態、快

樂完整的家庭結構，才容易有靈性與幸福感的美滿人生。 

三、教育政策方面 

本研究發現靈性之思想與修養可影響幸福感，針對目前全球靈性需求的趨勢，政

府可共同推動靈性深化於學校教育，促進普世價值的轉變，可積極推廣靈性健康、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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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思想之人文教育，通過教育建立全新的生活模式與價值觀，因為當前最重要的問題

是世界的亂象、價值觀的扭曲、人心道德之敗壞，因此我們應從小即重視人格特質的

培養、情緒管理與認知觀念要正確。本研究結果顯示靈性服務與靈性思想，可促使個

體找到人生意義與目標，並提升幸福感，因此建議政府單位可推動靈性教育，增進靈

性的內涵，促使個體從小建立正確的身心靈健康觀念，注重品格教育，提升精神層次，

達成祥和社會、世界大同的理想。 

第三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旨在探討非營利服務使用者靈性成長與幸福感之相關問題，茲根據前述研

究之發現，提出下列建議，以作為研究機構、相關非營利工作、政府單位及後續研究

之參考。 

一、在研究範圍與對象方面 

在國內關於研究非營利組織服務使用者之靈性成長與幸福感的相關性研究付諸

闕如，研究靈性與幸福感的相關場域也多數在學校與醫院範圍，於相關文獻參閱上尚

欠缺。 

此次研究之受測對象為非營利組織之服務使用者，在進行量化問卷時考量因問卷

題項眾多欲提升有效問卷數，因此採集體普查與電子問卷兩種方式，因此若有使用者

居住於服務處外之縣市，路途較遠或統一集體施測的時間無法配合，或無法聯繫到之

施測對象，且無法以電子問卷施測者則無法取得全面普查，因此這些未施測的研究對

象，無法提供本研究更確切的研究探討，是此研究之限制。若能完整取樣相信對此研

究的全面性與完整信效度會更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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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研究工具方面 

本研究所編製的「衡山靈性成長量表」與「衡山幸福感量表」，係依照本次研究

機構之靈性服務、服務使用者與組織環境、參考文獻所融合編製而成之量表，因此是

否適用於各領域仍需有更多對象參與使用及更多研究加以驗證。 

且此次研究之問卷設計，無法全面涵蓋所有調查之細節，因此在靈性服務使用的

實際狀況，無法確實掌握使用者對每一項靈性服務使用之實際體會、心得與次數，而

無法獲知單項靈性服務對靈性成長的實際影響；因此產生較不精確的分析結果，對於

靈性服務是否可以預測靈性成長之情況，未來若再行相關研究可針對此部分予以改

進。 

靈性成長的內涵本次研究所涵蓋的面向從個體之靈性提升至與自我的關係、人際

關係、身心靈健康至與社會、世界的關係等均作了探討；幸福感的面向也涵蓋了個體

的主觀和心理健康層次、幸福觀與影響因素探討，因此本研究量表也期待未來能有更

多領域的專家學者可以參與相關靈性健康、靈性成長與幸福感的相關研究，使研究更

深入有更多面向的驗證。若能驗證靈性成長可藉由靈性服務提升並促使個體獲致幸福

感，則可廣泛應用於其他相關領域。 

三、在研究方法方面 

本研究係以文獻探討與問卷調查為主。問卷調查之方式雖然施測方便，但不易做

深入分析，為此次研究中較大的限制；且因使用事後回溯法，使得填答者在填答時，

必須回想使用靈性服務前及使用靈性服務後的狀態，致某些年資較久之填答者無法正

確回想，影響研究之精準以至於影響填答時的真實性，此為研究方法限制之因素一。 

此次問卷因題項眾多，有些題項之敘述較抽象，使個體對問卷內容的語意有不同

的認知、理解程度，另受社會期許和現實問題的影響，而使填答者對題目的施測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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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留；另一方面受測者可能因當時填答的情緒、環境、主觀態度和研究者任職於研究

機構的身分等因素而影響填答之內容，此為研究方法限制之因素二。 

本研究亦發現探討靈性成長與幸福感之相關聯性，欲做更深入之分析可以採質量

並重之方式，應有更深入之研究結果，因此次研究礙於人力、物力及時間，只採用量

化的問卷調查，若將來採質性深度訪談，並朝縱貫性研究設計或實驗法，深入探討使

用靈性服務之前後對靈性成長和幸福感的改變狀況，則可使研究更縝密而完整，此為

限制之因素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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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錄 

附錄一 預試問卷 

敬愛的衡山會員，您好： 

    這是一份學術問卷，目的係在協助瞭解衡山機構之服務使用者，對機構所提

供之服務項目滿意度與重要性之態度認知，以探究靈性和幸福感之關聯性情形，

並調查衡山機構發展的現況，提供日後進行機構服務策略之參考。 

    填答時採無記名方式，問卷結果僅作為統計與學術研究參考，不涉及個別探

討，資料絕對保密，不作其他用途，請放心填答。敬請詳讀後，依照您實際與衡

山機構互動的體驗及認知、個人感受，逐題填寫並依問卷之題目規範作答，在適

當□打ˇ或填答，始為有效問卷。由衷感謝您在百忙中撥冗填答，由於有您的協

助與指教，將會讓衡山機構靈性服務工作更臻完善。謝謝您的協助與合作！ 

    敬祝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公共行政與政策學系非營利組織管理組碩士班 

指導教授：黃源協 博士 

研究生：陳湘琴 敬上 

中華民國103年10月 

第一部分：基本資料 

1.您的性別: 

(1)□男性      (2)□女性 

2.您的年齡: 

(1)□25 歲以下  (2)□26-35 歲  (3)□36-45 歲  (4)□46-55 歲   

(5)□56-65 歲   (6)□66 歲以上 

3.您的教育程度: 

(1)□國小(含)以下   (2)□國中   (3)□高中(職)   (4)□大學(專)    

(5)□研究所(含)以上   



 

203 

 

4.您的婚姻狀況: 

(1)□未婚  (2)□已婚有配偶   (3)□同居  (4)□離婚或分居  (5)□喪偶  

(6)□其他      

5.您的子女狀況: 

(1)□無子女     (2)□兒女人數：        子       女 

6.您的經濟月收入: 

(1)□ 月 收 入 10,000 元 ( 含 ) 以 下   (2)□ 月 收 入 10,001~20,000 元  

(3)□20,001~40,000 元  (4)□40,001~60,000 元  (5)□60,001~80,000 元  

(6)□80,001~100,000 元(7)□100,001 元(含)以上 

7.您目前(3 個月內)是否有宗教信仰： 

(1)□無  (2)□有  ，若有以下宗教信仰，請勾選。 

1.□道教(或民間傳統宗教：例如拜土地公、媽祖)   2.□佛教   

3.□基督教   4.□天主教   5.□一貫道   6.□回教   7.□伊斯蘭教 

8.□其他宗教                  

8.您的職業： 

(1)□學生  (2)□公務人員  (3)□文化/教育(教師)  (4)□軍人/警察   

(5)□工業/商業(6)□農業/漁業  (7)□服務業  (8)□自由業  (9)□公營事業  

(10)□退休人員(11)□家管  (12)□約聘僱/臨時人員  (13)□無業或待業中  

(14)□其他                

9.您擔任衡山機構之職務： 

(1)□無  (2)□志工  (3)□約聘人員  (4)□職工 

10.您加入衡山機構成為會員的年資： 

(1)□1 年以下  (2)□1~2 年  (3)□2~3 年  (4)□3~4 年   (5)□4~5 年   

(6)□5~6 年    (7)□6~7 年  (8)□7~8 年  (9)□8~9 年   (10)□9~10 年 

(11)□10 年以上  (12)□20 年以上 

11.您與衡山機構平均每月的接觸頻率: 

(1)□5 次以下     (2)□5~10 次       (3)□11~15 次    (4)□16-20 次    

(5)□20 次以上 

 

【請繼續翻頁作答，謝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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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您接受衡山機構靈性服務項目與否及重要性、滿意度、使用前後靈性狀態調查 

靈性服務項目 
是否 

使用 

項目重要性 

（指您認為該服
務的重要程度） 

項目滿意度 

（指您接受該服
務的滿意程度） 

使用此服務前之 

靈性狀態 

使用此服務後之
靈性狀態 

請您在各題合適的□打勾，標出最符合您的

情況，請每一題都作答，謝謝您的填答。 

否 是

非
常
不
重
要

不
重
要

重
要

非
常
重
要

非
常
不
滿
意

不
滿
意

滿
意

非
常
滿
意

非
常
不
好

不
好 好

非
常
好

非
常
不
好

不
好 好

非
常
好

(0) (1)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放鬆訓練 

2.降意識訓練 

3.靜態、動態之身心靈自我療癒課程 

4.人際互動與靈性休閒 

5.志願服務 

6.美好品格與靈性能量提升之檢定 

7.靈性科學理論與課程 

8.心靈諮詢服務 

9.身心靈整合調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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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衡山靈性成長量表 

問項 使用服務前 使用服務後 

(一)、靈性提升～智慧湧現 非
常
不
同
意 

不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非
常
不
同
意 

不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2) (3) (4) (1) (2) (3) (4)

1.我認為我的靈性能量比一般人高。   

2.我可以開發出人體內的靈性潛能。   

3.我的記憶力很好。   

4.我認為我可以改變我的人格特質。   

5.我重視精神層次勝於物質層次。   

6.我可以寬恕傷害我、誤解我的人。   

7.我的處事態度有智慧。   

8.我常做出錯誤的判斷。   

9.我的內心很自由自在。   

問項 使用服務前 使用服務後 

(二)、活出意義～超越逆境 非
常
不
同
意

不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非
常
不
同
意

不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2) (3) (4) (1) (2) (3) (4)

10.我活著必定有特別的意義。   

11.我的人生有目標。   

12.我感到自己是特別的。   

13.我能自我肯定。   

14.我懂得如何愛自己。   

15.遭遇挫折時，我有自我療癒的能力。   

16.我認為靈性能量可以幫助我順應所經歷的生
命起伏。 

  

17.對於別人的批評、誤解，我可以坦然面對。   

問項 使用服務前 使用服務後 

(三)、與人締結～自利利他 非
常
不
同
意

不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非
常
不
同
意

不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2) (3) (4) (1) (2) (3) (4)

18.我有和諧的人際關係。         

19.我相信靈性能量使我容易有貴人相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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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我有值得信任、無話不談的親友。         

21.我認為做善事會產生靈性正能量。         

22.對於周遭人們為我做的一切事情我感到感恩。         

23.對於他人的苦難我會有同理心。         

24.我願意無條件協助別人。         

25.看到別人有成就時，我會替他感到高興。         

問項 使用服務前 使用服務後 

(四)、靈性健康～身心和諧 非
常
不
同
意

不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非
常
不
同
意

不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2) (3) (4) (1) (2) (3) (4)

26.我認為我有身心靈全人健康之正確觀念。         

27.我認為靈性潛能有治療身心疾病的力量。         

28.因靈性成長使我的生命有活力與能量。         

29.我感受到靈性能量提升後使我的身心狀態和

諧健康。 
        

問項 使用服務前 使用服務後 

(五)、明心見性～天地融合 非
常
不
同
意

不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非
常
不
同
意

不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2) (3) (4) (1) (2) (3) (4)

30.我可以坦然面對生老病死。         

31.我會思索或探究與生命意義相關的課題。         

32.遇到不順遂時，我曾算命、改名、改運或求神
問卜。 

        

33.我相信拜拜或祈禱，神明和上帝會保佑我。         

34.我認為宗教的儀式及修煉可以讓我的身心靈
更健康。 

        

35.我認為宗教的戒律及規範可以讓我的靈性成長。         

36.我相信每個生命的存在都是獨一無二的。         

37.我相信自己的存在和所有的天地萬物有關。         

問項 使用服務前 使用服務後 

(六)、靈和相處～圓滿人生 非
常
不
同
意

不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非
常
不
同
意

不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2) (3) (4) (1) (2) (3) (4)

38.我有幽默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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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我認為靈性生活就是過著身心靈平衡的生活。   

40.我認為靈性可以讓我培養出美好品格和長處。   

41.我相信靈性提升可以化解天災人禍等災難。   

42.我認為世界上的戰爭、暴力、貪婪，是因缺乏
靈性。 

  

43.我相信人類的靈性提升才能世界大同。   

整體滿意度與未來性 

問 項 

非
常
不
同
意

不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2) (3) (4)

44.整體而言，參予靈性服務後我的情緒變好了。   

45.整體而言，參予靈性服務後我很滿意我的生活。   

46.整體而言，參予靈性服務後我的人際關係更和諧。   

47.整體而言，參予靈性服務後我更有創造力。   

48.整體而言，參予靈性服務後我會思考並規劃自己的人生。   

49.整體而言，參予靈性服務後我的生命變得很有意義。   

50.整體而言，參予靈性服務後我更幸福了。   

51.我認為靈性服務應該推廣到社會各個層面。   

52.我認為靈性服務可以幫助社會上更多人獲得幸福。   

53.我樂於推薦親朋好友來使用靈性服務。   

54.我願意捐款推廣靈性服務來幫助更多人恢復身心靈健康。   

 

1.您認為以下影響靈性成長的因素其排列順序為何？請依重要性填入 1、2、3、4、5、

6、7至 8的數字順序，最重要為 1其次為 234567…，最不重要為 8。 

□人格特質     □情緒管理      □疾病       □經濟狀態      □命運 

□壓力與挫敗   □認知與觀念    □人際關係(包含婚姻、親子、同儕等) 

 

 

【請繼續翻頁作答，謝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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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衡山幸福感量表 

問項 使用服務前 使用服務後 

(一)正向情緒 非
常
不
同
意

不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非
常
不
同
意

不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2) (3) (4) (1) (2) (3) (4)

1.我覺得快樂。         

2.我喜歡我自己。         

3.我對自己很有信心。         

4.我對未來感到樂觀。         

5.我認為世界是美好的。         

6.過去所面對的難題，現在都是我成長的助力。         

7.我的生活沒有包袱，我可以過我想過的生活。         

問項 使用服務前 使用服務後 

(二)生活滿意 非
常
不
同
意

不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非
常
不
同
意

不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2) (3) (4) (1) (2) (3) (4)

8. 我的生活有保障及安全感。         

9. 我覺得我的生活過得比大部分的人好。         

10.我認為自己相當有吸引力。         

11.我的夢想都能獲得實現。         

12.我對於自己的經濟狀況感到滿意。         

13.我有足夠的錢做我想做的事。         

問項 使用服務前 使用服務後 

(三)和諧人際層面 非
常
不
同
意

不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非
常
不
同
意

不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2) (3) (4) (1) (2) (3) (4)

14.我覺得我的家庭生活是溫馨和樂的。         

15.我和同事、朋友相處愉快。         

16.周遭有許多人關心我。         

17.我常常被他人誇獎。         

18.我能受到他人的尊重與敬重。         

19.我時常有興趣關心其他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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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我可以帶給別人喜樂。         

21.我能以愛心及耐心對待他人，並贏得友誼。         

問項 使用服務前 使用服務後 

(四)身心健康 非
常
不
同
意  

不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非
常
不
同
意  

不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2) (3) (4) (1) (2) (3) (4)

22.我覺得自己身體健康狀況良好。         

23.我很容易入睡，睡眠品質良好。         

24.我有良好的飲食習慣。         

25.我容易發脾氣。         

26.我常保持輕鬆自在的心情。         

27.我覺得我能全然地接受自己的優缺點。         

28.我感到每天都活力充沛。         

問項 使用服務前 使用服務後 

(五)自我實現 非
常
不
同
意

不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非
常
不
同
意

不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2) (3) (4) (1) (2) (3) (4)

29.我對生活中的事有投入感及參與感。         

30.我的理想能獲得實現。         

31.我認為我是一個對別人有影響力的人。         

32.我常覺得這世界對我不公平。         

33.我遺失了生命中的方向。         

34.我的人生按照我想達成的目標發展。         

35.我認為我的生命是有意義和目標的。         

36.我的表現(工作、志願服務)受到他人肯定。         

37.由於我的參予常使事情變得更好。         

38.我擁有可以發揮潛能和表現的機會。         

39.我能專注於工作。         

【請繼續翻頁作答，謝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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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項 使用服務前 使用服務後 

(六)幸福觀 非
常
不
同
意

不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非
常
不
同
意

不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2) (3) (4) (1) (2) (3) (4)

40.我覺得幸福就是過一種身心靈平衡的生活。         

41.我認為有美德、品格的人容易獲致幸福。         

42.我認為滿足靈性需求才有真正的幸福。         

整體靈性與幸福感 

問 項 

非
常
不
同
意

不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2) (3) (4)

43.整體而言，我認為靈性與幸福感有關聯性。     

44.整體而言，我認為靈性能量提升後會更幸福。     

 

1.您認為以下影響幸福感的因素其排列順序為何？請依重要性填入 1、2、3、4、5、

6、7至 8的數字順序，最重要為 1其次為 234567…，最不重要為 8。 

□人格特質     □情緒管理      □疾病       □經濟狀態      □命運 

□壓力與挫敗   □認知與觀念    □人際關係(包含婚姻、親子、同儕等)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問卷到此填答完畢】 

請檢查是否有漏答題目，再次感謝您的耐心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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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正式問卷 

敬愛的衡山會員，您好： 

    這是一份學術問卷，目的係在協助瞭解衡山機構之服務使用者，對機構所提

供之服務項目滿意度與重要性之態度認知，並探究靈性和幸福感之關聯性情形，

以調查衡山機構發展的現況，提供日後進行機構服務策略之參考。 

    填答時採無記名方式，問卷結果僅作為統計與學術研究參考，不涉及個別探

討，資料絕對保密，不作其他用途，請放心填答。敬請詳讀後，依照您實際與衡

山機構互動的體驗及認知、個人感受，逐題填寫並依問卷之題目規範作答，在適

當□打ˇ或填答，始為有效問卷。由衷感謝您在百忙中撥冗填答，由於有您的協

助與指教，將會讓衡山機構靈性服務工作更臻完善。謝謝您的協助與合作！ 

    敬祝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公共行政與政策學系非營利組織管理組碩士班 

指導教授：黃源協 博士 

研究生：陳湘琴 敬上 

中華民國103年12月 

第一部分：基本資料 

1.您的性別: 

(1)□男性      (2)□女性 

2.您的年齡: 

(1)□25 歲以下  (2)□26-35 歲  (3)□36-45 歲  (4)□46-55 歲   

(5)□56-65 歲  (6)□66 歲以上 

3.您的教育程度: 

(1)□國小(含)以下   (2)□國中   (3)□高中(職)   (4)□大學(專)    

(5)□研究所(含)以上   

4.您的婚姻狀況: 

(1)□未婚  (2)□已婚有配偶   (3)□同居  (4)□離婚或分居  (5)□喪偶   

(6)□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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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您的子女狀況: 

(1)□無子女     (2)□兒女人數：        子       女 

6.您的經濟月收入: 

(1)□月收入 10,000 元(含)以下  (2)□月收入 10,001~20,000 元  

(3)□20,001~40,000 元  (4)□40,001~60,000 元  (5)□60,001~80,000 元   

(6)□80,001~100,000 元(7)□100,001 元(含)以上 

7.您目前(3 個月內)是否有宗教信仰： 

(1)□無  (2)□有  ，若有以下宗教信仰，請勾選。 

1.□道教(或民間傳統宗教：例如拜土地公、媽祖)   2.□佛教   

3.□基督教   4.□天主教   5.□一貫道   6.□回教   7.□伊斯蘭教 

8.□其他宗教                  

8.您的職業： 

(1)□學生  (2)□公務人員  (3)□文化/教育(教師)  (4)□軍人/警察   

(5)□工業/商業(6)□農業/漁業  (7)□服務業  (8)□自由業  (9)□公營事業 

(10)□退休人員(11)□家管  (12)□約聘僱/臨時人員  (13)□無業或待業中 

(14)□其他                

9.您擔任衡山機構之職務： 

(1)□無  (2)□志工  (3)□約聘人員  (4)□職工 

10.您加入衡山機構成為會員的年資： 

(1)□1 年以下  (2)□1~2 年  (3)□2~3 年  (4)□3~4 年   (5)□4~5 年 

(6)□5~6 年    (7)□6~7 年  (8)□7~8 年  (9)□8~9 年   (10)□9~10 年 

(11)□10 年以上  (12)□20 年以上 

11.您與衡山機構平均每月的接觸頻率: 

(1)□5 次以下     (2)□5~10 次       (3)□11~15 次    (4)□16-20 次 

(5)□20 次以上 

 

 

 

【請繼續翻頁作答，謝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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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您接受衡山機構靈性服務項目與否及重要性、滿意度、使用前後靈性狀態調查 

靈性服務項目 
是否 

使用 

項目重要性 

（指您認為該服
務的重要程度） 

項目滿意度 

（指您接受該服
務的滿意程度） 

使用此服務前之 

靈性狀態 

使用此服務後之
靈性狀態 

請您在各題合適的□打勾，標出最符合您

的情況，請每一題都作答，謝謝您的填答。
否 是

非
常
不
重
要 

不
重
要 

重
要 

非
常
重
要 

非
常
不
滿
意 

不
滿
意 

滿
意 

非
常
滿
意 

非
常
不
好 

不
好 

好 

非
常
好 

非
常
不
好 

不
好 

好 

非
常
好 

1.放鬆訓練                   

2.降意識訓練                   

3.靜態、動態之身心靈自我療癒課程                   

4.人際互動與靈性休閒                   

5.志願服務                   

6.美好品格與靈性能量提升之檢定                   

7.靈性科學理論與課程                   

8.心靈諮詢服務                   

9.身心靈整合調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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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衡山靈性成長量表 

(一)衡山靈性成長量表 

問項 

使用服務前 使用服務後 

非
常
不
同
意 

不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非
常
不
同
意 

不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我可以開發出人體內的靈性潛能。………………… □ □ □ □ □ □ □ □

2. 我認為我可以改變我的人格特質。………………… □ □ □ □ □ □ □ □

3. 我可以寬恕傷害我、誤解我的人。………………… □ □ □ □ □ □ □ □

4. 我的處事態度有智慧。……………………………… □ □ □ □ □ □ □ □

5. 我的內心很自由自在。……………………………… □ □ □ □ □ □ □ □

6. 我的人生有目標。…………………………………… □ □ □ □ □ □ □ □

7. 我能自我肯定。……………………………………… □ □ □ □ □ □ □ □

8. 我懂得如何愛自己。………………………………… □ □ □ □ □ □ □ □

9. 遭遇挫折時，我有自我療癒的能力。……………… □ □ □ □ □ □ □ □

10.我認為靈性能量可以幫助我順應所經歷的生命
伏。…………………………………………………… 

□ □ □ □ □ □ □ □

11.對於別人的批評、誤解，我可以坦然面對。……… □ □ □ □ □ □ □ □

12.我有和諧的人際關係。……………………………… □ □ □ □ □ □ □ □

13.我相信靈性能量使我容易有貴人相助。…………… □ □ □ □ □ □ □ □

14.對於周遭人們為我做的一切事情我感到感恩。…… □ □ □ □ □ □ □ □

15.對於他人的苦難我會有同理心。…………………… □ □ □ □ □ □ □ □

16.我願意無條件協助別人。…………………………… □ □ □ □ □ □ □ □

17.看到別人有成就時，我會替他感到高興。…………… □ □ □ □ □ □ □ □

18.我認為我有身心靈全人健康之正確觀念。………… □ □ □ □ □ □ □ □

19.我認為靈性潛能有治療身心疾病的力量。………… □ □ □ □ □ □ □ □

20.因靈性成長使我的生命有活力與能量。…………… □ □ □ □ □ □ □ □

21.我感受到靈性能量提升後使我的身心狀態和諧
康。…………………………………………………… 

□ □ □ □ □ □ □ □

22.遇到不順遂時，我曾算命、改名、改運或求神問卜。 □ □ □ □ □ □ □ □

23.我相信拜拜或祈禱，神明和上帝會保佑我。………… □ □ □ □ □ □ □ □

24.我認為宗教的儀式及修煉可以讓身心靈更健康。… □ □ □ □ □ □ □ □

25 我認為宗教的戒律及規範可以讓我的靈性成長。… □ □ □ □ □ □ □ □

26.我認為靈性生活就是過著身心靈平衡的生活。…… □ □ □ □ □ □ □ □

27.我認為靈性可以讓我培養出美好品格和長處。…… □ □ □ □ □ □ □ □

28.我相信靈性提升可以化解天災人禍等災難。……… □ □ □ □ □ □ □ □

29.我認為世界上的戰爭、暴力、貪婪，是因缺乏靈性。 □ □ □ □ □ □ □ □

30.我相信人類的靈性提升才能世界大同。……………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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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整體滿意度與未來性 

問 項 

非
常
不
同
意 

不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31.整體而言，參予靈性服務後我的情緒變好了。…………………………… □ □ □ □

32.整體而言，參予靈性服務後我很滿意我的生活。………………………… □ □ □ □

33.整體而言，參予靈性服務後我的人際關係更和諧。………………………… □ □ □ □

34.整體而言，參予靈性服務後我更有創造力。……………………………… □ □ □ □

35.整體而言，參予靈性服務後我會思考並規劃自己的人生。……………… □ □ □ □

36.整體而言，參予靈性服務後我的生命變得很有意義。…………………… □ □ □ □

37.整體而言，參予靈性服務後我更幸福了。…………………………………… □ □ □ □

38.我認為靈性服務應該推廣到社會各個層面。……………………………… □ □ □ □

39.我認為靈性服務可以幫助社會上更多人獲得幸福。……………………… □ □ □ □

40.我樂於推薦親朋好友來使用靈性服務。…………………………………… □ □ □ □

41.我願意捐款推廣靈性服務來幫助更多人恢復身心靈健康。……………… □ □ □ □

     

1. 您認為以下影響靈性成長的因素其排列順序為何？請依重要性填入 1、2、3、4、

5、6、7至 8的數字順序，最重要為 1其次為 234567…，最不重要為 8。 

□人格特質     □情緒管理      □疾病       □經濟狀態      □命運 

□壓力與挫敗   □認知與觀念    □人際關係(包含婚姻、親子、同儕等) 

 

 

 

 

 

 

 

 

 

【請繼續翻頁作答，謝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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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衡山幸福感量表 

(一)衡山幸福感量表 

問項 

使用服務前 使用服務後 

非
常
不
同
意 

不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非
常
不
同
意 

不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我覺得快樂。…………………………………… □ □ □ □ □ □ □ □

2.我喜歡我自己。………………………………… □ □ □ □ □ □ □ □

3.我對自己很有信心。…………………………… □ □ □ □ □ □ □ □

4.我對未來感到樂觀。…………………………… □ □ □ □ □ □ □ □

5.我認為世界是美好的。………………………… □ □ □ □ □ □ □ □

6.我的生活沒有包袱，我可以過我想過的生活。 □ □ □ □ □ □ □ □

7.我的生活有保障及安全感。………………… □ □ □ □ □ □ □ □

8.我覺得我的生活過得比大部分的人好。…… □ □ □ □ □ □ □ □

9.我認為自己相當有吸引力。…………………… □ □ □ □ □ □ □ □

10.我的夢想都能獲得實現。…………………… □ □ □ □ □ □ □ □

11.我對於自己的經濟狀況感到滿意。………… □ □ □ □ □ □ □ □

12.我有足夠的錢做我想做的事。……………… □ □ □ □ □ □ □ □

13.我覺得我的家庭生活是溫馨和樂的。……… □ □ □ □ □ □ □ □

14.我和同事、朋友相處愉快。…………………… □ □ □ □ □ □ □ □

15.周遭有許多人關心我。……………………… □ □ □ □ □ □ □ □

16.我常常被他人誇獎。………………………… □ □ □ □ □ □ □ □

17.我能受到他人的尊重與敬重。……………… □ □ □ □ □ □ □ □

18.我時常有興趣關心其他人的事。…………… □ □ □ □ □ □ □ □

19.我可以帶給別人喜樂。……………………… □ □ □ □ □ □ □ □

20.我能以愛心及耐心對待他人，並贏得友誼。… □ □ □ □ □ □ □ □

21.我覺得自己身體健康狀況良好。…………… □ □ □ □ □ □ □ □

22.我常保持輕鬆自在的心情。………………… □ □ □ □ □ □ □ □

23.我覺得我能全然地接受自己的優缺點。…… □ □ □ □ □ □ □ □

24.我感到每天都活力充沛。…………………… □ □ □ □ □ □ □ □

25.我對生活中的事有投入感及參與感。……… □ □ □ □ □ □ □ □

26.我認為我的生命是有意義和目標的。……… □ □ □ □ □ □ □ □

27.我的表現(工作、志願服務)受到他人肯定。… □ □ □ □ □ □ □ □

28.由於我的參予常使事情變得更好。………… □ □ □ □ □ □ □ □

29.我擁有可以發揮潛能和表現的機會。……… □ □ □ □ □ □ □ □

30.我能專注於工作。…………………………… □ □ □ □ □ □ □ □

31.我覺得幸福就是過一種身心靈平衡的生活。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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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我認為有美德、品格的人容易獲致幸福。… □ □ □ □ □ □ □ □

33.我認為滿足靈性需求才有真正的幸福。…… □ □ □ □ □ □ □ □

(二)整體靈性與幸福感 

問 項 

非
常
不
同
意 

不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34.整體而言，我認為靈性與幸福感有關聯性。…………………………… □ □ □ □

35.整體而言，我認為靈性能量提升後會更幸福。…………………………… □ □ □ □

 

1. 您認為以下影響幸福感的因素其排列順序為何？請依重要性填入 1、2、3、4、5、

6、7至 8的數字順序，最重要為 1其次為 234567…，最不重要為 8。 

□人格特質     □情緒管理      □疾病       □經濟狀態      □命運 

□壓力與挫敗   □認知與觀念    □人際關係(包含婚姻、親子、同儕等) 

 

第五部分：填表人意見填寫 

1. 對於衡山機構有何具體建議和期待，請提供寶貴意見： 

                                                                                    

                                                                                    

                                                                                    

                                                                                    

2. 若在此研究後欲進行質性研究之訪談，您願意提供寶貴的訪談資料，請您於下方

簽名，研究員將於研究開始時與您聯繫，若不願意加入者，請無須簽名，謝謝。 

我同意加入質性研究，簽名處：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問卷到此填答完畢】 

請檢查是否有漏答題目，再次感謝您的耐心填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