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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靈性安適及其相關研究 

本節主要在探討靈性、靈性安適的相關概念及相關研究，以下就和本研究主題

相關的文獻加以探討： 

一、靈性及其相關之概念 

    對一般人來說，靈性和宗教似乎是可以劃上等號的，但是實際上靈性和宗教

兩者的意涵並不完全相同。本研究探討的是靈性安適和社會興趣與幸福感的關

係，故在此對相關的名詞作一些區分。 

（一）靈性（spirituality） 

搜尋國內外的研究，靈性相關的議題主要出現在宗教、哲學、醫學、護理

及諮商心理等領域，各領域對靈性的界定也沒有一定的共識。通常和靈性相關

的詞彙有靈性的（spiritual）、靈魂（spirit）、靈性健康（spiritual health）、

靈性安適（spiritual wellness）、超個人（transpersonal）及整體性

(wholeness)。 

靈性是指人們對生命意義及價值的需求，並且希冀和至高無上的力量有所

連結的描述，泛指至高無上、獨特的事物，其拉丁字根是spiritus，意義是

呼吸、生命的本質或是生命的力量(Fukuyama & Sevig,1999)。Shafranske 和 

Gorsuch（1984）將靈性定義為向內探求自身的勇氣，對無限大者保持開放的

心胸及相信。根據諮商中的靈性、倫理及宗教價值學會（Association for 

Spiritual, Ethical, and Religious Values in Counseling， ASERVIC）對

靈性的定義，其認為靈性是生命的力量，是一種與生俱來的能力及傾向，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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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個人的創造力、成長及價值體系的發展 (引自Fukuyama & Sevig,1999)。 

（二）宗教（religion） 

宗教是指一種信念，是崇敬的、傳統的及組織性的系統，通常擁有指定要

遵守的儀式。在拉丁文的字根裡，religare 是指聯結在一起或是表達關心的

意思(Fukuyama & Sevig,1999)。牛津字典對「宗教」的定義是指人類相信存

在著一股超越個體的力量，而這股力量控制著人類的命運，人類對該力量絕對

的服從、敬畏及崇拜（陳郁夫，民83）。Hood ,Spilka ,Hunsberger, 與 Gorsuch 

(1996)認為宗教具有六大成份，包括儀式、教義、情緒（例如愛或崇敬等）、

知識（例如經典或是教條）、倫理（含有價值判斷的，例如是非對錯）及一群

相同信仰的社群。一般來說，宗教對生死的議題有一套解釋的方式，例如輪迴、

永生等，這些提供了人們一種安定的感覺，讓人們在苦難中得到某種程度的安

全感。除了對死亡及死後世界的觀點，宗教就像是社會的黏著劑，能為人們提

供生命的意義，透過神話及儀式，可以協助個體在遭逢意外後，在心理上獲得

慰藉，並且重新面對其困境（Wilber,1998）。 

（三）超個人（transpersonal） 

超個人是指超越個人層次的，不只重視個人的發展，也推崇個人朝著超越

自我的方向邁進，其重視所有人類的經驗及心靈的層面，關心個體身心靈的整

合（Fukuyama & Sevig,1999 ; 邱清和，民93）。依據Maslow的需求層次理

論來看，他將人的需求分為基本需求及成長需求，前者依序包括了生理需求、

安全需求、愛與隸屬的需求及自尊的需求；後者包含了知的需求、美的需求及

自我實現需求（張春興，民88），大多數的個體往往在基本需求被滿足後，才

會進一步的追求自我實現。Maslow在晚年和Rogers一樣開始強調靈性，並投

入超個人的思潮當中，其甚至修改了需求層次理論，在自我實現上加了自我超

越此一層次（李安德，民81）。和自我超越相關的經驗在日常生活中或多或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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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會有所體驗，例如，藝術創作、親近大自然或做義工服務人群等。 

綜上所述，宗教是靈性的重要組成，但靈性的涵蓋範圍大於宗教的範疇，

而宗教、靈性與超個人三者間的概念多有重疊。靈性是比較屬於個人的，植基

於不同於普通現實世界的直接經驗，不需要特定的地點或是人士，涉及個體和

宇宙的一種特別的關係;組織化的宗教傾向架構出一個階層的系統，為了重新

體驗直接的靈性經驗，宗教形成一連串的教義及儀式，好讓個體不要忘記該種

經驗，而真正的靈性是普同及擁抱一切事物的，是根植於個人的經驗而非宗教

的教條或是經典（Grof,2000）。假使個體的靈性沒有發展，那麼宗教就單純變

成遵循各種外在的儀式，而沒有內在心靈層次的活動。根據Goddard（1995）

及Seaward（1991）的研究，一個人可能非常有靈性，但是卻沒有特別信仰任

何一個宗教；同樣的，一個很虔誠的教徒，其在靈性方面的發展程度也很可能

不高。 

McGee, Nagel和 Moore（2003）綜合了過去的研究，認為靈性是一個動

態的發展歷程，其發展和人類的發展息息相關，可以透過一些策略來加以提

升。整個過程包括專注（centering）、放空（emptying）、紮根（grounding）

及連結（connecting）。專注是指透過冥想、直觀或規律的運動（例如慢跑及

游泳等），來探索個人的想法、感覺、知覺及態度，促使個體對自己有更多的

覺察;放空是指擺脫舊有的思考方式、不合宜的想法、感覺及知覺，可以透過

書寫日記的方式來達到放空的目的;紮根是指利用個人內在的資源去面對生命

中的挑戰，可以使用的策略包括冥想、夢的分析或接近大自然、閱讀或和他人

討論相關的想法及價值等;連結則是指個人和自己內在、他人、自然及某種超

越自己力量的連結。McGee等人（2003）根據上述的原則設計了一套課程，邀

請了167位大學生進行準實驗設計的研究，將學生分成三組（一組實驗為實驗

組，兩組為對照組），分別接受前、後測。研究結果發現，三組分數的差異達

到顯著，接受該實驗課程設計的組別，在靈性健康上的得分高於另外兩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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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本研究所要探討的是廣泛的靈性狀態而非只限於宗教中的靈性

概念。 

二、靈性安適（spiritual wellness）的相關概念 

    通常學者使用靈性安適與靈性健康（spiritual health）來形容靈性的狀

態，雖然有些學者認為兩者需要加以明確的界定，但多數研究並未對這兩個名詞

加以區隔（蕭雅竹，民92），本研究中文獻探討的部分也未加以區分。根據

Westgate（1996）於研究中對靈性安適的主張，其認為靈性安適主要分為四個成

份，包含了生命的意義、內在原有的價值、超驗的信仰或經驗及社群關係。Hawks

（1994）綜合了諸多學者的看法後，認為靈性健康具有兩個特質，一個是向內的

靈性的安適，一個是向外的互動。前者包括提供個體生命的意義，和自然及美的

一體感，對超越自我的深沈關注，對生命的完整的感受，愛、寧靜、希望及自我

實現;後者包括服務，或是和他人討論個人的轉化經驗及分享和超自然力量連結

的經驗。靈性健康的個體，擁有一套定義良好的世界觀，該世界觀提供他們生命

的目的及意義，而他們也願意投入，並且和這套世界觀有個人的關連。這些人會

表現得較無私，對他人關懷並和外在有所連結。 

    對於靈性安適的評估與測量，包括了質化及量化的取向，前者包括深度訪

談、觀察及開放式問卷的內容分析，大多用於臨床實務工作;後者則是使用結構

化的量表，主要目的在快速的評估個體的靈性狀態。關於靈性安適/靈性健康的

測量及評估方法，可參考表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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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1  靈性安適（健康）的測量（評估）方法整理摘要表 

作者/年代 評估內容 

質性方法 

Stoll(1979) 訪談指引 

1.個人對上帝或神的概念 

2.個人力量與希望的來源 

3.個人有意義的宗教活動或儀式 

4.自身信念與健康之間關係的評價 

胡文郁、邱泰源、釋惠敏、

陳慶餘、陳月枝（1999） 

訪談指引 

1.您心中對神或宗教信仰的看法或概念是什麼？請

您敘述宗教或心中的神對您人生的意義與影響是

什麼？您信仰的宗教或心中的神對您有哪些幫

助？ 

2.您如何從事您的宗教信仰、儀式或活動？哪些宗

教書籍、象徵對您有幫助？當您無法像往常一樣

參與宗教活動時，您內心有什麼感受？ 

3.您信仰的宗教或心中的神與您罹患癌症的關係是

什麼？當您罹患癌症不可治癒時，您的信仰或對

神的感覺或意義有什麼改變？您的信仰或活動儀

式受到什麼影響？ 

4.人生中影響您最大的人、事、物是什麼？您覺得

個人內在的力量來自何處？您個人人生的希望是

什麼？ 

5.當您有需要時，您需要哪些人的幫助？他們能提

供您什麼樣的協助？您感受到人世間的愛與關懷

有哪些？目前您自覺與別人的人際關係如何？ 

6.您個人對生活所抱持的態度是什麼？您個人的人

生價值與信念是什麼？您覺得自己人生的目標以

及最有意義的是什麼？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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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1  靈性安適（健康）的測量（評估）方法整理摘要表（續） 

作者/年代 評估內容 

Govier（2000） 5Rs的靈性評估大綱 

1.理由與反思（reason and reflection）--對找尋

或發現人生意義與目的、活著的希望與理由、探

索與深思人存在的意義。 

2.宗教（religion）--被視為靈性表露的一種途徑，

因為靈性的表露透過有架構的價值與信念。 

3.關係（relationship）--與己身、他人、神的關

係，與對環境的珍惜。 

4.修復（restoration）--靈性對身體健康的影響。

Tongprateep（2000） 訪談指引 

1.靈性對你的意義是什麼？ 

2.什麼樣的經驗讓你想到靈性？ 

3.告訴我關於你小時、成年及目前靈性的改變 

4.什麼樣的靈性資源，對你而言是重要的 

5.宗教或靈性活動如何協助你維持健康 

量性量表 

Paloutzian & Ellison

（1983） 

靈性安適量表（Spiritual Well-Being scale, 

SWBS），包含2個分量表，宗教安適量表（Religious 

Well-Being scale, RWB）10題，存在安適量表

（Existential Well-Being scale）10題。 

Howden（1992） Spiritual Assessment Scale,SAS 含有四部份，共

28題，從因素分析定義出：生命的目的與意義、內

在資源、締結、超越等四個主要因素。 

Vella-Brodrick & Allen

（1995） 

身心靈三合一量表，分為身體健康量表、心理健康

與靈性健康三個分量表。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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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1  靈性安適（健康）的測量（評估）方法整理摘要表（續） 

作者/年代 評估內容 

Hungelmann, 

Kenkel-Rossi, Klassen & 

Stollenwerk（1996） 

JAREL靈性安適量表（JAREL spiritual well-being 

scale）從因素分析定義出靈性安適的三個主要成份

1.信仰/信念層面 

2.生命/自我責任 

3.生命滿意/自我實現 

Hatch, Burg, Naberhaus & 

Hellmich（1998） 

靈性涉入與靈性信念量表，以適用於家庭醫學科門

診病人的靈性評估，共有26題。 

Daaleman, Frey, Wallace 

& Studenski（2002） 

發展適用於老人的靈性安適指標（Spirituality 

Index of Well-Being Scale, SIWB scale），共40

題，包含自我效能與生命基模兩個分量表。 

（資料來源：引自蕭雅竹，民92，p.25-26） 

    以上國外量表雖有少數國內學者翻譯，但考量到其研究對象多為癌症病人或

老人，且本研究的研究動機及對靈性安適的定義與之不盡相同，因此，不直接使

用翻譯的量表，而選擇參考蕭雅竹（民92）編訂的「靈性健康量表」及相關文

獻，兼採超個人心理學中提到的超個人經驗，例如接觸大自然及美的事物等觀

點，修訂成適合本研究目的的研究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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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靈性安適的相關研究 

（一）性別 

根據Maselko 和 Kubzansky (2006)以1998年美國性別社會調查（US 

General Social Survey）的資料所作的分析，和個人的宗教活動相比較，公

開的宗教活動能更穩定的預測男性的健康及幸福感，而女性則不管是公開還是

個人的，其都與健康及幸福感有相關。由於多數研究靈性安適/靈性健康的文

獻對於性別多只做描述性的分析，因此本研究將性別納入研究變項，希望可以

了解性別不同的大學生，在靈性安適上是否有差異。 

（二）年級/年齡 

Dalby（2006）回顧了1985到2003年和靈性相關的文獻，發現靈性的發

展和年齡有相關，但是其中還是有個別差異，文化可能為其中介的影響因。這

些將年齡納入分析的相關文獻，其多數的研究對象是中年以後的族群，較少研

究大學階段的族群。此外，其相關研究對年齡多半做描述性的分析，因此，本

研究將年齡納入分析變項中，希望探討不同年級的大學生在靈性安適上是否有

差異。 

（三）自覺健康狀態 

根據蕭雅竹（民92）以護專生為研究對象的研究結果發現，在靈性健康

狀態方面，自覺身體健康良好者之得分表現高於自覺身體健康差者。此外，生

命意義是靈性安適中很重要的一個因素，邱哲宜（民93）以國中生為研究對

象，發現不同自覺健康狀態在生命意義感上有顯著的差異。上述文獻似乎顯示

個人自覺健康狀態與其靈性安適狀態有關。因此，本研究將自覺健康狀態納入

分析變項中，希望了解不同自覺健康狀態的大學生在靈性安適上的差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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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信仰 

鍾智龍（民91）以半結構式之深入訪談法及以現象學的研究方式，訪問

了六位憂鬱症患者，透過這樣的生命故事敘說，發現透過宗教，幫助他們在遇

到挫折時較不會陷入憂鬱及緊張中，更可以從宗教信仰中找到自己生命的意

義，較能夠以平常心面對生命中的艱苦。徐孟弘（民95）對三位具有宗教信

仰的國小教師進行訪談，其研究結果顯示，宗教信仰滿足了教師靈性的需求，

並且重新建立生活目標，協助其穩定情緒，獲得更好的生活適應。雖然信仰不

等同於靈性，但兩者依然有些許關聯。因此本研究將信仰納入分析變項中，希

望探討宗教信仰之有無對大學生在靈性安適上是否有差異。 

（五）家庭社經地位 

根據國內學者蕭雅竹（民92）以護專生為研究對象的結果顯示，家庭的

社經地位不同並不會影響個體在靈性健康上的得分。但楊仕裕（民94）的研

究發現，大學生的靈性安適會受到個人背景因素及校園經驗的影響。依據目前

搜尋到的文獻，國內外和靈性安適相關的研究，鮮少探討不同家庭社經地位的

大學生在靈性安適的發展上是否有所差異，因此，將家庭社經地位納入本研究

的變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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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社會興趣的基本概念與相關研究 

本節主要在探討社會興趣的概念、社會興趣的發展與影響因素，最後是社會興

趣相關的研究，以下就和本研究主題相關的研究部分加以探討： 

一、社會興趣的概念 

Ansbacher（1992）指出，社會興趣（social interest）是Adler的理論中，

相當特殊的概念，它指的是個體覺察到自己是屬於人類社群的一部分，以及個人

去處理所處外在世界的態度（引自Corey,2005）。Kefir（1981）認為，社會興

趣包括努力追求未來更美好人性的意願，牽涉到個人在社會上找到自己適當的位

置，並且產生歸屬感及貢獻感。 

依照Adler的想法，群體生活是人類在面對大自然的挑戰後所發展出來的生

存之道。他曾說道：「凡是個體成員無能面對自我保存之戰的物種，一定會透過

群居來集結成新的力量。」（引自蔡美玲譯，民83）。跟其他的動物比較起來，

人類沒有過人的力氣、速度或是靈敏的嗅覺及聽力，在大自然強勁的競爭中，自

然就會發展出一套生存模式，那就是分工及合作。按照生物社會學的角度來看，

這種分工合作的群居方式，也許也是一種「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自然淘汰過

程。人類剛開始可能有的是比較有群居傾向的，而另外一些人類可能比較沒有這

種傾向。在競爭的自然環境中，傾向於分工合作的人類自然比較容易存活，因此，

這些生存下來的人類就具備了「群居」的潛能。也就是說，因為要生存下去的關

係，人類天生便具有和他人接觸的傾向。 

由於Adler本來提出的概念是德文的Gemainschaftsgefuhl，所以因為翻譯

及不同時期學者解釋的關係，造成後來學者對該概念所用的名詞及理解不盡相

同。例如：社會興趣是指個體對自身之外的人事物的關懷，不只追求個人的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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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發展，同時也為社會的共同利益而合作（黃堅厚，民87）。Ansbacher 和 

Ansbacher（1956）指出，社會興趣是對他人的同理及有能力去建立友誼，關懷

人類，同情，工作及愛人，也就是「用別人的眼睛去看，用別人的耳朵去聽，用

別人的心去感受」。Hanna（1996）則認為社會興趣是同理及和他人合作，及對人

類社群的利益有所貢獻。Crandall（1981）則提到，社會興趣是一種個人對他人

關懷及興趣。然而，Adler所提出的概念並不只是「對人類的興趣」，其實還包

括了對宇宙整體的共存感。他在其文章中提到：「社會興趣並不只止於家庭成員，

還包括更大的群體、國家及人類全體。更進一步的，還及於動物、植物、無生命

的物體，甚至於是整個宇宙整體。」（Sakin-Wolf,2003）。 

Adler認為社會興趣是心理健康的條件，也是健康適應的基礎。就Ansbacher

（1968 , 1991）的觀點來看，社會興趣的意義可從「目標」及「過程」兩個向

度來加以解釋：就目標而言，社會興趣是指個體具有生為人類一份子的覺察，能

關懷全人類以至於全宇宙的利益；它是人類內在的潛能，「自我實現」

（self-actualization）為其高度發展的表現。不僅包含對社會或群體的認同，

還包括對社會有益事物的評估及追求理想社會的意願。就過程來說，社會興趣可

以用「思考」、「感受」及「行動」三個方面來加以解釋。「思考」是指個體對他

人有同理心，了解個人與社會、個人與個人間的互動、合作及權利義務的關係，

並與他人有一致的想法。「感受」是指個體對他人擁有正向的態度，關心他人的

幸福，能有歸屬感，跟他人相處時很自在，能夠信任他人，能和他人產生共鳴，

能夠接受自己的不完美。「行動」為客體願意協助及鼓勵他人，願意和別人分享，

願意了解他人，和他人合作，越意參與團體，表示對人的尊重，追求人類更美好

未來的態度，以及貢獻自己促進人類福祉的具體行動（引自許維素，民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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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學者將社會興趣的意義以三個發展階段整合之：第一個階段，社會興趣

為一個發展的狀態；Adler曾說：「社會興趣不是天生的，而是一種潛能，必須

有意識的發展」。第二階段，社會興趣的潛能發展成為客觀的態度或技巧，就像

Adler學派所指的與人合作、同理心、歸屬感及為共同利益貢獻等的意願與能力。

第三個階段就是社會興趣成為一個選擇的決定，影響個體的動力及反應生活型態

的評價態度（引自吳淑禎，民80）。 

綜合以上學者的意見可以發現，社會興趣是一個用來衡量人類心理健康的重

要指標。它是人類生而具有的一個傾向，需要靠後天的努力才能有所發展。誠如

Ansbacher 和 Ansbacher所言，當社會興趣發展，個體的自卑感及疏離感將會

跟著降低。相反的，如果一個人的社會興趣太低，那麼他較不喜歡和社會互動，

比較容易產生心理疾病、犯罪行為及降低對生活整體的滿意度（Patrick,Smith, 

Adina ,Nelson ＆ Mark,2003）。 

二、社會興趣的發展及影響其之因素 

根據Ansbacher 和 Ansbacher（1956）的看法，Adler認為社會興趣是在個

體成長過程中發展出來的。他相信，社會興趣雖然是人天生的傾向，但親子關係

卻是其發展的重要關鍵，尤其是母親與嬰兒的連結。因為出生嬰兒的第一個社會

單位就是家庭，因此，母親和嬰兒的接觸是社會興趣的起始點。母親對嬰兒需求

的滿足程度，將會影響其社會興趣的發展程度。就像依附理論的觀點，爲了生存，

人天生就具有和他人依附、接觸的傾向，而嬰兒和照顧者的關係會形成一種互動

模式，以致於影響其日後和他人的人際互動。也就是說，嬰兒是依賴於照顧者，

而照顧者則依賴於社會，透過和照顧者的互動，嬰兒從中學習到了互動技巧，使

其能夠得到安全感及滿足其生存下去的需求，並形成了其對外在世界的知覺

（Weber & Deborah,2003；Pervin ,2005）。同樣的，依照Adler的觀點，透過

母親的這種示範，小孩子學到了關懷、親密及合作，發展了他的社會興趣，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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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其生活風格（life style）。 

當然，除了母親與孩子的關係，雙親對孩子情緒上或社會上的疏離及權威的

教養方式也會阻撓孩子社會興趣的發展。同樣的，暴露在衝突或不快樂婚姻關係

中的孩子，對其日後在發展社會興趣及親密關係的方面會有負向影響。根據

Chandler及Willingham（1986）的研究發現，對家庭早期的幼年經驗越正向者，

其社會興趣發展的程度就越高。Leak及Williams（1991）的研究指出，社會興

趣和家庭成員間的互助及支持，對情緒及行為的誠實與開放，以及不透過攻擊及

衝突的方式處理困境之概念有顯著的相關。Amerikaner, Monks, Wolfe,和 

Thomas（1994）也發現，社會興趣較高的心理健康者，其對其家庭較為滿意，而

且也較不健康者能和雙親擁有較良好的溝通。部分研究的結果發現，家庭中衝突

越高者，其社會興趣越低；家庭的凝聚力越高及對情感表達越開放者，其社會興

趣發展的程度也越高（引自Thomas,1994）。 

綜合各學者的研究結果發現，社會興趣主要受家庭的影響，不管是親子互動

或是家庭的氣氛，都會影響個體社會興趣的發展程度。 

三、社會興趣的相關研究 

（一）性別 

根據Adler的想法，性別對社會興趣的發展有所影響。但是，許多研究卻

得到了不一致的結果。根據Crandall（1975），Fakouri（1978）及吳淑禎（民

80）的研究，發現不同性別在社會興趣的發展上無顯著的差異。然而，Greever, 

Tseng及Friedland（1973），Kaplan（1978），Schneider及Reuterfors（1981）

的研究發現，女性的社會興趣表現顯著的高於男性。新近的研究則也支持這樣

的觀點（引自Patrick et. al，2003）。由於國內和社會興趣相關的研究較少

以大學生為研究對象，而性別則是基本的人口變項。考慮文獻中有關性別比較

的不一致結果，激發了研究者欲進一步探討，性別不同的大學生在社會興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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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程度是否有所差異。 

（二）年齡/年級 

在蔡佳靜（民91）以國小學童為研究對象之研究發現，五年級學童的社

會興趣顯著高於六年級，社會興趣的程度會因為年級的不同而有差異。但是在

黃堅厚（民74）以大學生為研究對象的研究中，則未發現社會興趣會因為年

級不同而有所差異。由於前者的研究對象為小學生，後者研究的年代亦較久

遠，因此本研究將年級納入研究變項，希望能夠了解不同年級的大學生在社會

興趣上的程度是否有所差異。 

（三）自覺家庭氣氛 

吳淑禎（民80）的研究發現：大學生的早期家庭經驗與社會興趣有相當

關係。大學生有正向早期家庭經驗者，諸如父母關係和諧、子女合作、參與及

家庭成員彼此尊重和支持，其社會興趣較高。反之，如果父母彼此相爭、輕視，

對子女冷漠或剔以及手足之間相互，則其社會興趣較低。誠如之前所提到的，

家庭氣氛對社會興趣的發展有相當重要的影響。由於考量到量表的總題數，為

了避免填答者因題數太多而厭煩，因此，本研究的家庭氣氛採填答者主觀的評

定，將之定為自覺家庭氣氛以和量表測量之家庭氣氛區隔。將自覺家庭氣氛納

為研究變項，探討不同自覺家庭氣氛的大學生在社會興趣上的程度是否有所差

異。 

（四）出生序 

國內學者以國小學童及國中生為研究對象之研究結果發現，社會興趣發展

狀態不因不同出生序而有所差異（施玉鵬，民90；許維素，民81；莊千慧，

民82；顏裕峰，民82）。其他以大學生為研究對象之研究結果也顯示，不同出

生序之大學生在社為興趣發展狀態上無顯著的差異（Patrick et. al,2003；

吳淑禎，民80）。然而，在Adler的理論中，其認為出生序也是影響社會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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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的可能因素之一（Ansbacher & Ansbacher,1956）。因此，為了再次驗證

出生序與大學生社會興趣發展間的關係，並與國外研究結果對照，本研究仍然

將出生序納入研究變項，探討出生序不同的大學生在社會興趣上的程度是否有

所差異。 

（六）社會興趣與靈性安適 

根據Leak 和 Williams (1989)研究的發現，社會興趣可以鼓勵個體對生

命中的問題採取一個較主動的態度（引自Edwards, Gfroerer, ＆ 

Flowers,2004）。Crandall在編訂SIS時，曾同時進行了一項研究，那就是邀

請參與者同時填寫SIS和The Purpose of Life Test（Crumbaugh & 

Maholick,1964），計算其間的相關，發現社會興趣高者對於生命持有正面肯定

的態度，和宇宙能保持和諧（引自黃堅厚，民73,民87）。此外，Paloutzian, 

Jackson 和 Crandall（1978）的研究發現社會興趣和宗教的投入間有正相關。

Hsieh（1987）根據其對基督教信仰者的研究發現，社會興趣程度高者，靈性

程度也較高。社會興趣是和個人有所關連的，而不單純只是停留在教會的脈絡

中，例如，愛世人是個人的責任而不是教會的目標（引自Leak，1992）。因此，

本研究將靈性安適納入研究變項，希望能夠了解探討大學生的社會興趣和靈性

安適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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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幸福感的基本概念及相關研究 

    本節主要在探討幸福感的基本概念與定義、理論基礎及相關研究，以下就和

本研究主題相關的研究部分加以探討：  

一、幸福感的基本概念 

    幸福是每一個人都想要追求的，但是根據每個人不同的經驗及所處環境，其

對幸福感的界定也會有所不同。通常個體對幸福感可能會從兩方面來反應，一方

面是正向的情緒，像是快樂及愉悅等，另一方面會是對生活各層面的滿足感，例

如婚姻幸福及工作充實滿意等（楊胤甲，民94）。根據Andrews 和 Withey

（1976），Dienir（1993）的主張，幸福感包括了生活滿意及正負向情感，當個

體經驗到幸福感時，其對生活應有某種程度的滿意，不但擁有正向的感受，而且

擁有較低的負向感受。國內學者陸洛（民87）也認為，主觀幸福感是一種包含

了正向情緒及整體生活滿意度的主觀感受（引自陳鈺萍，民93；陳騏龍，民90）。 

搜尋國內外和幸福感相關的研究發現，相關的研究涵蓋了心理健康、生活品

質及老人心理學等領域，每個領域用來探討幸福感的辭彙也不盡相同，包括快樂

（happiness）、滿足感（satisfaction）、生活滿意度（life satisfaction）、

主觀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心理幸福感（psychological 

well-being）、主觀福祉（subjective welfare）、知覺到的不幸福（sense of 

perceived ill-being）（例如：焦慮、憂鬱、壓力、緊張等）及生活品質（perceived 

life quality）等。本研究主要將焦點放在心理健康方面，而該領域中和幸福感

相關且出現較頻繁之詞彙，經國內學者楊胤甲（民94）歸納整理如表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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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1  幸福感相關名詞摘要表 

幸福感相關名詞 定義 著重點 

快樂 

（happiness） 

1.正、負向情緒及生活滿意的整體評

估結果。 

2.負向情緒的相對狀態。 

3.生活滿意、情緒和心理健康評估。

認知、情緒與情

緒 

情緒 

認知、情緒、心

理健康 

幸福感 

（well-being） 

1.正、負向情緒及生活滿意。 

2.正、負向情緒的研究。 

3.心理健康的測量。 

情緒、滿意 

情緒 

心理健康 

主觀幸福感 

（subject well-being） 

1.正、負向情緒和生活滿意的整體評

估結果。 

2.包含生活滿意、情緒和心理健康的

評估。 

認知、情緒情緒

情緒。 

認知、情緒、心

理健康 

心理幸福感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1.正、負向情緒和特殊領域的滿意程

度總加的結果。 

2.心理健康的測量。 

認知、情緒情緒

情緒。 

情緒 

生活滿意 

（life satisfaction） 

以認知角度對整體生活層面進行評量 認知 

（資料來源：引自楊胤甲，民94，p.32） 

    綜上所述，和幸福感相關的概念之定義不盡相同，但可看出其著重點包含了

情緒、認知及心理健康三個層面。於本研究中，研究者認為幸福感是一種主觀經

驗，是個體對整體生活的認知及情緒感受的評估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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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幸福感的相關理論 

    從心理學不同的角度，其對幸福感有不同的解釋，茲說明如下： 

（一）需求滿足的觀點 

需求滿足的觀點強調只有當個體的需求被滿足，其才會感到幸福；假使個

體長期處於需求未被滿足的狀態，其會感受到不幸福。其中又分為幾個學派： 

1. 目標理論（Telic or Endpoint Theory） 

認為個人目標的達成與否，是影響個人幸福感的關鍵。依據Omodei 和 

Wearing（1990）的主張，他們認為在個體努力達成目標後，其所獲得的

一種長期穩定的滿足即為幸福感。因此，持此觀點的學者認為，只有在個

體完成目標後，其幸福感才會產生（引自陳鈺萍，民93；蔡坤良，民92）。 

2. 苦樂交雜理論（Pleasure and Pain Theory） 

持此理論的學者認為，幸福和不幸福是伴隨而生的，假使個體的需求

一直都是被滿足的，其鮮少會有幸福的感受。只有當個體需求被剝奪過，

其才能體會需求重新被滿足的愉悅。失去的越多，重新獲得後的幸福感越

大（引自陳鈺萍，民93；蔡坤良，民92）。 

3. 活動理論（Activity Theory）。 

持此觀點的學者認為，幸福感是人們主動並積極投入活動時的產物，

人們藉由工作、運動、休閒及人際互動等歷程，滿足個人各種需求，進而

產生幸福的感受（Diener,1984；施建彬等譯，民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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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格特質的觀點 

持此觀點的學者認為，幸福感受到個人對事物的認知及心態，不同的個人

特質會影響幸福的感受。其中又分為以下幾種學派： 

1. 連結理論（Associationstic Theory） 

此理論以認知和記憶的角度來解釋個體幸福感的產生。假使人們在經

歷各種事件而未產生太大的挫折感，其內在便形成一個正向思考的模式，

當人們運用正向認知模式來解釋外在事件，其較容易產生幸福感

（Diener,1984；林子雯，民84；施建彬、陸洛譯，民86）。 

2. 人格特質理論 

認為幸福感是一種穩定的特質狀態，其可能來自於先天的遺傳，也可

能來自於後天的學習（Veenhoven,1994）。學者們的研究發現，外向人格

和正向情感及滿意度有相關，甚至可以用來預測之後的幸福程度（施建彬

等譯，民86）。 

（三）判斷的觀點 

持此觀點的學者認為幸福感是比較而來的，此種標準是個體自己選取，且

該標準會隨著情境不同而有所改變（Veenhoven,1994；Buunk,＆ Gibbons, 

1997），分為以下幾種學派： 

1. 社會比較理論（Social Comparison Theory） 

持此觀點的學者認為，幸福感來自於和他人的比較，而比較的標準可

能是家人、朋友及社會上的其他族群（Buunk,＆ Gibbons,1997；蔡坤良，

民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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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適應理論（Adaptation Theory） 

從適應理論的觀點來看，個體根據自己過去的經驗或個人的需要和現

在的狀況加以比較，假使現在的狀況較過去好，便會產生幸福的感覺

（Buunk,＆ Gibbons,1997；蔡坤良，民92） 

3. 期望水準理論（Aspiration Level Theory） 

按照期望水準理論的觀點，幸福感取決於個體對現實和理想加以比較

的結果，假使現實和理想的差距太大，幸福感便會較低，若該差距較小，

則幸福感較高（施建彬，民83）。 

4. 多重差異比較理論 

此觀點認為，個人在某一面向上會選取數個不同的標準做比較，該理

想標準和現實間差距的總和，即為個體的幸福感程度。差距總和越小，幸

福感越高（施建彬，民83）。 

（四）動力平衡的觀點 

持此觀點的學者認為，幸福感除了受到人格特質的影響，同時也會因為生

活中的事件而有所改變，個體的幸福感一般來說是處於一種穩定的平衡，但是

當發生的事件不同於過去的經驗，則會影響到幸福感的狀態（引自陳鈺萍，民

93；蔡坤良，民92）。 

    綜上所述，對於幸福感各個學派有不同的觀點，目前尚未有一致的定論。相

信隨著研究的累積，能夠對幸福感有更周延的解釋及統整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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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幸福感的相關研究 

    根據之前所探討的文獻，影響幸福感的因素包括個人特質、經驗、生活事件

及和他人的比較等，因此，僅就本研究中的背景變項來加以探討。 

（一）性別 

關於幸福感相關研究顯示，不同性別在幸福感上無顯著差異（林崇逸，民

95；楊雅筠，民92；蔡坤良，民92），但也有部分研究結果發現，女性的幸福

感高於男性（劉敏珍，民89），亦有男性高於女性的（呂敏昌，民81）。由於

研究對象不盡相同，因此本研究將性別納入研究變項，希望可以了解不同性別

的大學生在幸福感上是否有差異。 

（二）年齡/年級 

國內學者顏映馨（民88）以大學生為研究對象的研究顯示，不同年級在

幸福感上之得分有顯著差異，但也有部分研究結果顯示，不同年級在幸福感上

之得分無顯著差異（呂敏昌，民81；巫雅菁，民90；施建彬，民83）。由於

不同年級的大學生會遇到不同的生活適應狀況（例如離家、新的人際關係、畢

業離校等），因此本研究將年級納入研究分析變項，探討不同年級的大學生在

幸福感上的差異情形。 

（三）自覺健康狀況 

根據國內學者吳珩潔（民91）的研究顯示，大台北地區的民眾其自覺健

康狀況對幸福感有正面的影響，而自覺健康狀態也是影響幸福感其中的一個重

要因素（林崇逸，民95）。根據陳鈺萍（民93）以國小教師為研究對象的結果

顯示，不同的自覺健康狀態在幸福感的得分上有顯著差異；其他的學者以老年

人為研究對象時發現，健康狀況越好的老年人，其幸福感越高（黃郁婷，民

83；許忠信，民92）。由於以大學生為研究對象的幸福感相關研究，很少將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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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健康納入研究架構中，但是研究者基於過去研究的發現及理論上個人自覺健

康狀態與幸福感間可能的關聯，因此，本研究將自覺健康狀況納為研究變項，

希望藉此了解不同自覺健康狀況的大學生在幸福感上是否有所差異。 

（四）參與的主要社團性質 

根據巫雅菁（民90）的研究結果，參與不同社團活動類型大學生，其幸

福感差異達到顯著水準，其中從事學術性、體育性、康樂性、服務性社團活動

大學生幸福感明顯高於未參與社團活動之大學生。由於除了課業之外，社團也

是大學生活的一個重點。因此，本研究嘗試將社團納入研究變項，探討參與不

同社團的大學生在幸福感上的差異情形。 

（五）從事的主要休閒活動性質 

巫雅菁（民90）的研究結果發現，從事不同休閒活動類型的大學生，其

幸福感也會有所不同。國外學者Dupuis 和 Smale (1995)將人們較常從事的

休閒活動區分為六大項，分別為看電視、從事手工藝/嗜好、參加俱樂部或組

織、拜訪友人、散步及游泳，其中從事手工藝/嗜好、拜訪友人及游泳和心理

上的幸福感有正相關;看電視則和幸福感呈負相關(引自 Siegenthaler, 

1997)。然而這些學者認為，休閒活動和幸福感的關係是相互影響的，透過休

閒活動，人們不但可以擁有社會支持，也可以從中獲得成就感及滿足其自我實

現的需求，進而促進個體的幸福感，可見休閒活動對人們心理上的幸福擁有相

當程度的影響。因此，本研究將休閒活動納為研究變項，用來了解從事不同休

閒活動的大學生在幸福感上的差異情形。 

（六）家庭社經地位 

根據Shek（2005）的研究發現，家庭經濟處於弱勢的青少年較家庭經濟

處於優勢的青少年，經驗到較少的幸福感。國內學者蕭雅云（民92）的研究

結果發現，高社經水準的高中生其幸福感大於中社經水準的高中生，中社經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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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者之幸福感大於低社經水準的高中生。其他學者的研究也發現，家庭屬於不

同的社經地位者，其在幸福感上之得分有顯著差異（呂敏昌，民81）。基於文

獻上所顯示的家庭社經地位與幸福感之間關係的研究發現，因此本研究也將家

庭社經地位納為研究變項，探討家庭社經地位不同的大學生在幸福感上是否有

所差異。 

（七）自覺家庭氣氛 

Van Wel, Linssen,和 Abma (2000)的縱貫研究發現，如果子女與父母能

維持良好的穩定關係，其幸福感是較高的。國內學者的研究顯示，父母和子女

間關愛之互動若較遵循共享原則的家庭，其家庭和諧性較高，而家庭成員的幸

福感也較高（廖梓辰，民91），可見家庭氣氛和幸福感有所關聯。由於該研究

侷限於屏東地區，研究對象含括了國中、高中及大學的樣本，和本研究的對象

不盡相同。因此，本研究將家庭氣氛納入研究變項，探討家庭氣氛不同的大學

生在幸福感上是否有所差異。唯考量到本研究中使用的量表總題數，為了避免

填答者因題數太多而厭煩，因此，本研究的家庭氣氛採填答者主觀的評定，將

之定為自覺家庭氣氛以和量表測量之家庭氣氛區隔。 

（八）靈性安適 

Hermon 和 Hazler（1999）以155個大學生為對象，探討心理上的幸福感

和靈性安適間的關係。結果發現不管是短期或是長期的心理上的幸福感，其與

靈性安適的五個向度都有顯著的相關。Benson (1991) 研究門診病患，其自陳

的靈性經驗和生活滿意度間有正向的關係。Weiss 和 Mendoza (1990)於其研

究中，發現宗教團體在促進個人幸福感上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同樣的，

Similarly 及 Hunsberger (1985)以老人為研究對象的結果顯示，信仰和心理

上的幸福間有關聯（引自Gail ＆ Hewitt, 1994）。此外，Tkach 和 

Lyubomirsky（2006）的研究則發現，除了自我控制及休閒活動等因素外，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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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也能夠有效預測個體的幸福感受。基於上述文獻，心理上的幸福感和靈性安

適似乎是有相關的，這也是本研究所關心的。因此，將此變項納入研究中加以

探討。 

（九）社會興趣 

根據Adler（1931/1958，1938/1964）的主張，社會興趣對生活滿意度有

相當重要的影響（Crandall ＆ Putman,1980）。Gilman（2001）調查321位青

少年發現社會興趣程度越高者，其對生活的滿意度越高。社會興趣發展良好

者，較能夠和他人分享自己的想法與情緒，不但關心他人，也能夠接受他人的

關懷。Crandall及Putman（1980）曾使Idoho大學職員同時接受SIS和另一

項本身幸福的的主觀評量量表（Life 3），結果顯示SIS分數和一般生活幸福

感有正相關，而且和認知及情感兩方面的相關都很接近，同時，SIS和個人對

工作及友誼的滿足感有正相關。在各個生活層面，SIS分數和自信心、熱忱，

對生活的意義的滿足程度也都有正相關。這和Crandall和Reimanis（1976）

在女性大學生方面的研究結果相一致（引自 黃堅厚，民73，民87）。國內的

研究則發現，個體的幸福感和他人的支持有正相關（巫雅菁，民90；高相如，

民94；林淑惠，民94）。 

此外，社會興趣與生活適應間也有顯著的關係。Crandall在編訂SIS時，

曾邀請參與者同時填寫SIS及Multiple Affect Adjective Check List

（Zuckerman & Lubin,1965），後者可以獲得敵意、焦慮及抑鬱三個分數。結果

顯示SIS分數和敵意、抑鬱的關係為負相關。另外， Crandall和Lehman（1977）

利用Holmes和Rohe所編的Social Readjustment Rating Scale，邀請91位填

答者指出生活中不愉快的事件。結果發現，填答者的生活變化壓力分數和SIS分

數呈負相關（引自 黃堅厚，民73,民87）。Crandall（1982）曾從另一方面探討

社會興趣及行為適應的關係。他邀請46名大學生接受Philosophy of Human 

Nature量表（Wrightsman，1964）中的兩個分測驗，結果顯示社會興趣和極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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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應間的關係為負相關。此結果支持了Adler的看法，他注意到精神官能症者傾

向於明確而固定的二分法，忽略了應用中間情況進行判斷或分類，因為這樣可以

使不確定的事物簡化一些，降低其不安全或受威脅的感覺，也就是說，社會興趣

高者做極端反應的傾向較低，其社會適應較良好（引自黃堅厚，民73）。以上這

些研究都顯示社會興趣和個人生活適應有正相關，和敵意、抑鬱等的關係為負相

關。根據上述研究，幸福感和社會興趣間是有關係的，這也是本研究想要了解的。

因此，本研究將社會興趣納入研究變項，探討大學生的社會興趣和幸福感間的關

係。 


	第一節靈性安適及其相關研究
	第二節社會興趣的基本概念與相關研究
	第三節幸福感的基本概念及相關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