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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一 感恩心量表編制 

第一節 研究目的 

研究一的目的在於探討感恩心的因素，編制感恩心量表，建立感恩心量

表的信效度，以了解感恩心的因素與內涵，再進一步探索感恩心的類型。綜

合文獻探討中的西方宗教與倫理哲學、現代心理學、感恩研究、感恩特質量

表、中國人文的報恩精神、佛教觀點，以及實地訪談大學生的感恩經驗，茲

將對感恩心內涵的基本想法，以及對感恩心因素的探討說明如下： 

一、對感恩心內涵的基本想法 

感恩情緒必須是真誠地欣賞、感激對方，否則只是互惠回報(Friztgerald, 
1998)。對禮物、益處、正向或快樂結果的歸因是引發感恩情緒的觸媒(Weiner, 
1985)。影響感恩的因素有益處的價值、對給予者的機會成本、接受者對給予
者意圖的判斷(Tesser et al., 1968)。 

感恩有賴於同理他人的能力(Lazarus & Lazarus, 1994)，即接受者對給予
者意圖的判斷能力，而能夠注意並了解他人的付出與善意，在此，感恩猶如

道德情感(McCullough et al., 2001)中的道德溫度計(moral barometer )，這方面
的敏銳度應有個別差異，受到依附經驗、歸因能力、環境因素(McAdams & 
Bauer, 2004)的影響。經驗到感恩情緒使個體感到被照顧、被關愛，感到別人、
世界的美善，進而促發個體希望回報對方、回饋社會，在此，感恩是種道德

情緒(motive emotion)，或稱為道德動機(moral motive)。而被感恩的人收到別
人口頭上或行動上的感激，會感受到自己的美好，影響情緒以及對自己的認

知，也促使他願意再幫助人，在此，感恩是道德增強物(moral reinforcer)。 

感恩的故事包含給予者(giver)、益處(gift)、受益者(receiver)，分析層次
包括對 giver、對 gift或對 giver & gift。給予者可以分為至親(父母、手足、子
女等共有關係(communal relationship)，特徵是有角色對應關係、應盡義務)、
師長朋友、陌生人、上帝、大自然、自己(如身體、天賦、意志)、敵人、受
益於自己的人。益處可以是具體的工具性支持、情緒支持、訊息提供、共享

活動的愉悅、一起體驗學習、一段有意義的感情，範圍包括生活的各層面，

如家庭、事業、學業、愛情、友情、食衣住行的滿足無虞，甚至只是短暫的

善緣、際遇、時間、生命本身，或因為被傷害而成長的機會，挫折坎坷反教

自己成長，學習到生命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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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感恩心因素的探討 

本研究參考McCullough et al.(2002)對感恩特質的定義，將感恩心定義為
「以正向情緒(如感謝、感激)來辨認與回應人事物對自己的正向經驗和結果
的貢獻與善意的心理歷程，此心理歷程包含認知(即辨認)、情緒(即感謝)、行
為(即回應)上的特徵」。本研究認為感恩心可能包含六個向度，個體除了在感
恩心總分上有高低之別，此六向度的分數組合也有不同類型。感恩心高的人

在很多情境下、時間下，持續地感覺和表達感謝情緒，但在不同感恩向度上

的分數高低則顯示其感恩對象、範圍差異。以下說明感恩心的六向度： 

(一)對人感恩  

感恩實際上有給予自己益處的人(giver)，此向度感恩心愈高的人，愈容
易注意到別人對自己的給予，把正向結果、幸福歸因給許多人的能力愈高，

愈容易感受到別人對自己的好(同理、詮釋)，回憶上有正向記憶偏誤(positive 
memory bias)，對正向行為記憶更好，經常想起別人對自己的幫助，意即此
向度的感恩心包含注意、歸因、詮釋、記憶等方面的認知風格。 

此向度是參考McCullough et al.(2002)提出感恩特質高者的感恩情緒特
徵是強度強、頻率高、範圍廣、密度大，因為他們具有將正向結果歸因給許

多人的能力，但 GQ-6對人感恩的題目只有”I am grateful to a wide variety of 
people.”。本研究則參考 GRAT，測量受試者對父母、朋友、一般人等不同關
係的感恩，其來自於人與人間實際互動，中國人文的報恩精神也談到父母、

夫妻、師友君臣皆有恩，『人直接感受到父母之愛、他人相知、前人田地之存

在，而覺其如對我之施與，自然會感恩求報。』(唐, 1991)，此向度感恩心可
能是人的「原能」，也是感恩的起點。 

(二)成就歸因  

此向度感恩心愈高的人，愈容易看到別人對自己正向結果的貢獻，把自

己到今天的成就、完成的事(gift)，歸因於許多人(giver)直接、間接的協助(gift)， 
此向度感恩心包含注意、歸因等方面的認知風格。 

前述 Farwell & Wohlwned-Lloyd(1998)的研究結果顯示把成功歸因於自
己和對夥伴較少感恩有關，因此推論把成功歸因給他人可以測量到感恩。中

國諺語提醒做人「不忘本」、佛教感恩眾生恩都屬於此向度。GRAT的「感激
他人」因素(Appreciation for Others)中的題目包含了 5題「對人感恩」和 3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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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歸因」，本研究特別將兩因素區分開來，因為在「對人感恩」裡，他人

對自己的好、對自己的幫助較明顯，接受者的感恩是立即而直接的；而「成

就歸因」是看到別人隱微的協助與貢獻，更有賴於受試者追本溯源的謙虛、

歸因能力，此能力可能是後天教育、文化內涵所薰陶而漸漸形成的。 

 (三)回報 

此向度是感恩心的行為面，指重視表達對他人的感激，並以言語表達感

恩或以行動回報，且根據訪談再編寫「回報別人時，我會留意對方能接受的

方式，據以表達」、「口頭表達對別人的感激或感恩，對我來說，是困窘的」、

「我會找機會對對方好，以感激對方對自己的幫助，但不會刻意讓對方知道

自己在感謝他」、「我很少對父母口頭表達自己對他們的感謝與感恩」，希望更

細緻地了解受試者的表達方式。 

McCullough et al.(2001)認為感恩是種道德動機，促使一個人對他人更有
善意；各文化都有表達謝意的語言；佛教認為感恩心包含感恩、知恩、報恩；

中國文化強調報恩，這些觀點都顯示表達感恩是感恩心的一部分。然而，

GRAT、GQ-6的題目都沒有此向度。 

(四)幸福感 

此向度的感恩對象是「美好事物」(gift)。此向度感恩心高的人，其認知
特性包括(1)注意身邊美好事物，欣賞簡單的美善，並感到感恩；(2)經常數算
自己的幸運；(3)對正向經驗編碼較多、精緻化較高，更容易回憶過去生命中
的益處，同時經驗到對這些恩賜的感恩。上述注意、記憶、歸因上的認知特

性，使此向度感恩心高的人容易感受到事物的美善、自己的幸運、生命相連

相關的奇蹟，而有正向情緒和幸福感。 

GQ-6並沒有此向度，而其中第一個特性是參考 GRAT的「單純的欣賞」
因素，第二、三個特性主要是參考Watkins(2004)提出的感恩與幸福感相關的
可能路徑。 

(五)不視為理所當然 

此向度意指不把周遭的人事物、際遇(gift)視為理所當然、或原本就是自
己應該得到的，此信念使人容易注意到益處，甚至進一步思考、歸因誰給了

自己這些益處，因此，此向度感恩心包含注意、歸因等方面的認知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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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在閱讀《感恩的心》後，發現感恩心的最深核心即是「不把一切

視為理所當然」，如此才會時時刻刻有深層、真誠的感恩感。中國人的「飲水

思源」觀念即是如此，把『點點滴滴，一一歸源而觀』，『在生活上時時飲水，

時時思源』，『只要停下來自覺反觀生活中所享用受用者，都會想到飲水思源；

想到自己生命降世時，初原空無所有，一切所有，初皆他人、社會與天地之

「施與」，就會知恩報恩。』(唐君毅, 1991)，作家侯文詠的座右銘：『人生在
世，萬事萬物，一點一滴，沒有一件事是我們本來應該擁有的，所以，我們

應當常常存感激之心。』（引自盧國慶, 1999）即富有此精神。 

此向度是參考McCullough et al.(2002)所提出，感恩的人把一切(包括生
命本身)視為禮物。本研究認為此向度的感恩心可能受宗教、教育內涵影響較
大。從與大學生的實地訪談即可發現，如佛教看待人所遭遇的每一刻、每一

境都有無量劫的因緣在內，都值得感恩；基督徒看萬事萬物都有神的心意；

提到〈謝天〉的受訪者會感恩機會、物質。這些人都有把境遇(gift)歸因於
「緣」、「神」、「冥冥不可知的天」的心理歷程，只不過有些人的感恩心已經

到自動化、油然而生的境界，隨時隨地源源不絕地；有些則需要經過思考而

體悟。 

 (六) 感恩負向人事 (因應策略) 

此向度的感恩心是指以感恩作為一種因應壓力的策略(Coffman, 1996)，
GQ-6與 GRAT都沒有此向度。本研究主要是參考《時時心感恩》(亞當斯,1999)
所強調：愈是遭逢難關，越需要感恩來幫助我們復甦和復原，題目如「我感

恩許多事物，不論是好是壞，都將帶來祝福」、「我感謝曾經遭遇的挫折，感

謝它帶給我成長的機會」。訪談中，受訪者提到事過境遷後才會感謝挫折讓自

己學習到一些東西，或感恩這件事讓自己成長。此外，基督徒與佛教徒都提

到會感謝負面的狀況，佛教甚至有感恩敵人、傷害自己的人的「逆增上緣」

觀念，即遭遇逆境或敵人是培養寬容心與忍辱心的機會。因此，本研究認為

此向度也可能與宗教或教育內涵相關。 

研究一根據上述感恩心六因素編制感恩心量表，以大學生為量表施測對

象，研究目的在於(一)建立感恩心量表的建構效度與信度，以了解感恩心的
因素與內涵；(二)探索感恩心的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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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取樣範圍為國內公私立大學與技術學院大學生。 

(一)預試樣本 

預試樣本抽取自國立政治大學與國立台灣大學，採用班級施測與方便抽

樣，收回問卷共 124份，剔除填答不完整、有明顯反應心向，得有效問卷 118
份。預試樣本在各背景變項分佈情形如表 4-1： 

表 4-1 預試樣本在各背景變項的人數分佈情形 
背景變項 類別 人數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性別 男 36 30.5 30.5

 女 82 69.5 100.0
年級 一 7 5.9 5.9

 二 37 31.4 37.3
 三 20 16.9 54.2
 四 47 39.8 94.1
 其他 7 5.9 100.0
宗教 無 67 56.8 56.8

 佛教 19 16.1 72.9
 基督教 30 25.4 98.3
 其他 2 1.7 100.0

(二)正式樣本 

正式樣本抽取自國立大學 184份、私立大學 84份、技術學院 101份，
採用班級施測與方便抽樣，共計收回 369份，剔除填答不完整、有明顯反應
心向，得有效問卷 341份。正式樣本的抽樣分配情形如表 4-2，正式樣本在
各背景變項的人數分佈情形如表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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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正式樣本在不同學校、年級的人數分配情形 
年級 

一 二 三 四 
小計 

學校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政治大學 39 35.5 3 4.1 5 7.1 11 12.5 58 17.0
台灣大學 15 13.6 32 43.8 10 14.3 57 64.8 114 33.4
東南技術學院   38 54.3  38 11.1
台灣戲曲專科學校 12 10.9 4 5.5 1 1.4  17 5.0
康寧醫護專科學校 36 32.7 1 1.4  37 10.9
東吳大學 1 .9 1 1.4 1 1.4 7 8.0 10 2.9
世新大學 7 6.4 7 9.6 15 21.4 13 14.8 42 12.3
逢甲大學   20 27.4  20 5.9
靜宜大學   5 6.8  5 1.5

合計 110 100 73 100 70 100 88 100 341 100

表 4-3 正式樣本在各背景變項的人數分佈情形 
背景變項 類別 人數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性別 男 184 54.0 54.0

 女 157 46.0 100.0
年級 一 110 32.3 32.3

 二 73 21.4 53.7
 三 70 20.5 74.2
 四 88 25.8 100.0
宗教 無 220 64.5 64.5

 佛教 66 19.4 83.9
 基督教 31 9.1 93.0
 其他 24 7.0 100.0

二、研究工具 

（一）感恩心預試量表內容 

本研究自行編制感恩心預試量表，包括「對人感恩」、「成就歸因」、「幸

福感」、「不視為理所當然」、「感恩負向人事」(因應策略)、「回報」等六個向
度。並在編寫的題目中，隱含強度、頻率、範圍、密度等感恩情緒特性，以

及在注意、解釋、歸因、記憶上的正向認知特性。 

研究者根據此六向度以及對大學生感恩經驗的訪談結果擬定題目，在題

目編擬完成後，送請指導教授審核量表題目，去除不適當題目，修改部分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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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語句後，共得預試量表題目 52題(見附錄五)。 

（二）預試量表的填答與計分 

本預試量表採用六點 Likert-type scale，1代表「非常不符合」，6代表「非
常符合」，其中第 5、8、17、19、28、29、39題為反向題。以總量表平均分
數代表個人感恩心分數，分數愈高表示感恩心愈高。 

（三）預試量表的因素分析與信度分析 

預試量表編制完成後進行預試，回收問卷後，以探索式因素分析探索量

表題目的因素組成。採用主成分分析法，分別嘗試抽取四、五、六個因素，

以正交轉軸法中的最大變異法(Varimax)進行轉軸，KMO=.761(p<.001)，顯示
此預試量表的資料適合進行因素分析。再根據因素分析後的因素進行分量表

和總量表的第一次信度分析，各分量表中若有題目刪除後會增加分量表信度

係數，或題目與校正後總分相關太低，則加以刪除，再刪除因素負荷量較小

或和該因素中的其他題目內容關聯性小的題目。 

比較四、五、六個因素刪題後的各因素題目內容，研究者發現抽取五個

因素的題目分佈較具因素內容上的相似性，但其第一因素的許多題目在第二

因素的因素負荷量亦高於.4，研究者決定抽取四個因素，使五因素中的第一、
第二因素合併。根據預試量表因素分析與信度分析結果，刪除第 1、3、13、
16、19、20、21、24、25、28、35、36題等 12題，保留 40題，四因素解釋
變異量達 53.76%，四個因素重新命名為「對人事物的感恩感受與認知習慣」、
「感恩負向人事與受益於己的人」、「對人報恩」、「口頭表達感恩」(詳見表
4-4 )。 

此四個因素與研究者原先假設的六個因素並不完全相同，其中「對人事

物的感恩感受與認知習慣」以原假設因素中的「幸福感」(第 7、11、26、30、
43、50題)、「不是理所當然」(第 6、27、32、40、46、49題)，對人感恩(第
4、10、12、17、18、22、31、33、44題)、成就歸因(第 5、14、42題)為主，
也包括對負向事件的因應策略(23、45題)，其共同點是注意並想及自己從事
物、從人中所獲得的好處，並歸因於他者，而有感恩的感受。「感恩負向人事

與受益於己的人」以原假設的「感恩負向人事」(第 9、37、47、52 題)為主，

也包含第 41題，顯示佛教思想中的感恩傷害自己的人和感恩受益於己的人極
可能是在同一向度的感恩心；另外第一因素中的第 45、23題在此因素負荷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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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都超過.3，顯示這兩題也隱含對負向事件因應。「對人報恩」以原建構的「回
報」(第 2、15、51題)為主，包含「對人感恩」(38、48題)。「口頭表達感恩」
以原建構的「回報」(第 8、29、34、39題)為主。故原建構的「回報」在預
試的因素分析中分成「對人報恩」與「口頭表達感恩」兩個因素，顯示以行

為回報和以口頭表達感恩可能是不同的感恩心向度。 

表 4-4 「感恩心量表」預試的因素分析 
題號 因素一 因素二 因素三 因素四

26.每當我感受到事物的美好時，常常湧起感恩的心情。 
6.我覺得周遭的人事物、際遇都是值得感恩的。 

46.我常感到每個時刻都是特別的禮物。 
30.當我感恩時，心裡有幸福滿足的感受。 
22.我感恩那些對我付出的人。 
50.每當我想起生命中曾經經歷的美好，常常湧起感恩的心情。 
32.我覺得能夠活著是一件值得感恩的事。 
27.我對現在我之為我、我所擁有的，感到感恩。 
45.我感恩許多事物，不論是好是壞，都將帶來祝福。 
14.我感恩一路走來所遇到的許多人，他們成就了今天的我。 
33.我覺得自己所獲得的，遠大於自己所付出的。 
11.我每天留意讓自己感恩的小小事物。 
42.我常認為自己之所以有今天，是因為許多其他人的付出和協助。 
49.我隨時隨地感受到對周遭人事物的感恩。 
7.當我經歷一件美好、喜悅的事情時，常常湧起感恩的心情。 

40.我感恩每一餐的食物。 
31.我常想起幫助過我的人，並感到感恩的心情。 
44.我感恩父母所給我的。 
4.我感謝朋友所給我的。 

12.我感恩的人很多。 
43.對我而言，感恩的感受是油然而生、自然升起的。 
17.我很少感受到別人對自己的好。 
23.當我感到失意挫折時，會想到自己已經擁有的，並感到感恩。 
5.別人對我的幫助不多。 

18.我常想起自己所獲得的幫助。 
10.我常想起朋友所給我的。 

.747

.733

.680

.680

.678

.677

.675

.671

.670

.657

.650

.648

.631

.625

.617

.612

.611

.603

.598

.587

.586

.573

.569

.545

.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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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 
 
 
 
 
 
 
 

.355 
 
 

.316 
 
 

.374 

 
 
 
 

.383 
 
 

.323 
 
 
 
 

.366 
 

.305 
 
 
 

.390 
 

.419 
 

47.我感謝曾經傷害我的人，感謝他帶給我成長的機會。 
52.我發現曾經遭遇的挫折帶給我成長的機會。 
37.我發現曾經傷害我的人帶給我成長的機會。 
9.我感謝曾經遭遇的挫折，感謝它帶給我成長的機會。 

41.我發現自己從幫助別人中，獲得了學習與成長。 .415

.846 

.834 

.813 

.666 

.482 

 
 
 
 

.428 

 

51.對於幫助過我的人，我常希望自己一有機會就可以回報他們。 
2.對於幫助過我的人，我常找機會盡力回報他們。 

48.我感激那些支持我的人。 
15.回報別人時，我會留意對方能接受的方式，據以表達。 
38.我感恩對我一生有重大影響的人。 

.370

.446

 .800 
.687 
.619 
.544 
.511 

 

39.口頭表達對別人的感激或感恩，對我來說，是困窘的。 
34.對於幫助過我的人，我盡意口頭表達對他們的感激。 
8.我很少對父母口頭表達自己對他們的感謝與感恩。 

29.我很少對幫助過我的人表示心中的感激與感恩。 

   
 

.302 

.352 

.762

.709

.587

.557
特徵值 
可解釋變異量(%) 

11.25
28.13

3.96 
9.89 

3.81 
9.53 

2.49
6.21

因素一：「對人事物的感恩感受與認知習慣」   因素二：「感恩負向人事與受益於己的人」 

因素三：「對人報恩」                       因素四：「口頭表達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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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信度與效度 

根據上述因素分析與第一次信度分析後的四個因素進行四個分量表和

總量表的第二次信度分析，其結果發現各量表皆無需刪題，各分量表的內部

一致性 Cronbach’s α係數如下：「對人事物的感恩感受與認知習慣」α=.952、
「感恩負向人事與受助於己的人」α=.856、「對人報恩」α=.780、「口頭表達
感恩」α=.673，總量表信度 α=.948，(詳見表 4-5)。 

效度方面，預試量表的因素分析結果顯示各分量表因素負荷量(詳見表
4-4)，「對人事物的感恩感受與認知習慣」為.53~.75、「感恩負向人事與受益
於己的人」.48~.85、「對人報恩」.51~.80、「口頭表達感恩」.56~.76，總量表
題目可以解釋 53.8%變異量，可見本量表具有相當的建構效度。 

 (五) 感恩心正式量表內容與計分方式 

預試量表經過因素分析、信度分析後共刪除 12題，保留 40題，形成正
式量表(見附錄六)。各分量表之因素與題目如下：  

「對人事物的感恩感受與認知習慣」：第 4、5、6、7、10、11、12、13、14、
16、17、18、20、21、22、23、25、26、27、28、30、31、32、33、35、40
題，共 26題。 
「感恩負向人事與受助於己的人」：第 1、3、9、19、37題，共 5題。 
「對人報恩」：第 2、15、24、36、38題，共 5題。 
「口頭表達感恩」：第 8、29、34、39題，共 4題。 

計分方式為：正向題回答「非常符合」得 6分，「符合」得 5分，「有點
符合」得 4分，「有點不符合」得 3分，「不符合」得 2分，「非常不符合」得
1分，反向題計分則反之，反向題包括第 5、8、17、29、39題。分量表得分
愈高，表示「對人事物的感恩感受與認知習慣」、「感恩負向人事與受助於己

的人」、「對人報恩」、「口頭表達感恩」愈高。 



 

 53

表 4-5 「感恩心量表」預試的內部一致性分析 
向度 題次內容 校正後

總相關 

刪題後

α係數 

α 

係數

1. 
對 
人 
事 
物 
的 
感 
恩 
感 
受 
與 
認 
知 
習 
慣 

26.每當我感受到事物的美好時，常常湧起感恩的心情。 
6.我覺得周遭的人事物、際遇都是值得感恩的。 

46.我常感到每個時刻都是特別的禮物。 
30.當我感恩時，心裡有幸福滿足的感受。 
22.我感恩那些對我付出的人。 
50.每當我想起生命中曾經經歷的美好，常常湧起感恩的心情。 
32.我覺得能夠活著是一件值得感恩的事。 
27.我對現在我之為我、我所擁有的，感到感恩。 
45.我感恩許多事物，不論是好是壞，都將帶來祝福。 
14.我感恩一路走來所遇到的許多人，他們成就了今天的我。 
33.我覺得自己所獲得的，遠大於自己所付出的。 
11.我每天留意讓自己感恩的小小事物。 
42.我常認為自己之所以有今天，是因為許多其他人的付出和協助。 
49.我隨時隨地感受到對周遭人事物的感恩。 
7.當我經歷一件美好、喜悅的事情時，常常湧起感恩的心情。 

40.我感恩每一餐的食物。 
31.我常想起幫助過我的人，並感到感恩的心情。 
44.我感恩父母所給我的。 
4.我感謝朋友所給我的。 

12.我感恩的人很多。 
43.對我而言，感恩的感受是油然而生、自然升起的。 
17.我很少感受到別人對自己的好。 
23.當我感到失意挫折時，會想到自己已經擁有的，並感到感恩。 
5.別人對我的幫助不多。 

18.我常想起自己所獲得的幫助。 
10.我常想起朋友所給我的。 

.7120 

.7062 

.6067 

.7022 

.7411 

.7079 

.6453 

.7393 

.6885 

.7152 

.6062 

.6120 

.7110 

.6296 

.6472 

.4707 

.6858 

.5790 

.6359 

.6540 

.6436 

.5863 

.5724 

.4664 

.6132 

.5522 

.9470 

.9471 

.9481 

.9471 

.9470 

.9471 

.9477 

.9467 

.9472 

.9469 

.9485 

.9480 

.9469 

.9479 

.9477 

.9500 

.9473 

.9484 

.9478 

.9476 

.9477 

.9483 

.9486 

.9498 

.9480 

.9486 

.952 

2. 
感恩
負向
人事 

47.我感謝曾經傷害我的人，感謝他帶給我成長的機會。 
52.我發現曾經遭遇的挫折帶給我成長的機會。 
37.我發現曾經傷害我的人帶給我成長的機會。 
9.我感謝曾經遭遇的挫折，感謝它帶給我成長的機會。 

41.我發現自己從幫助別人中，獲得了學習與成長。 

.7804 

.7834 

.6630 

.6219 

.5278 

.7999 

.7898 

.8217 

.8331 

.8536 

.856

3. 
對人
報恩 

51.對於幫助過我的人，我常希望自己一有機會就可以回報他們。 
2.對於幫助過我的人，我常找機會盡力回報他們。 

48.我感激那些支持我的人。 
15.回報別人時，我會留意對方能接受的方式，據以表達。 
38.我感恩對我一生有重大影響的人。 

.6676 

.5872 

.5483 

.4081 

.5636 

.6949 

.7268 

.7365 

.7835 

.7323 

.780

4. 
口頭
表達
感恩 

39.口頭表達對別人的感激或感恩，對我來說，是困窘的。 
34.對於幫助過我的人，我盡意口頭表達對他們的感激。 
8.我很少對父母口頭表達自己對他們的感謝與感恩。 

29.我很少對幫助過我的人表示心中的感激與感恩。 

.5088 

.5314 

.3843 

.3879 

.5545 

.5482 

.6524 

.6358 

.673

三、資料分析與統計方法 

(一)因素分析 

以「感恩心量表」預試結果，進行主成分因素分析，抽取四個因素，以

正交轉軸法中的最大變異法(Varimax)進行轉軸。考慮第一次信度分析的結
果，以及題目的因素負荷量或題目和該因素中的其他題目內容關聯性，據以

刪題。考慮本量表為新編量表，預試人數僅百餘人，正式量表的施測結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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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同樣方法進行探索式因素分析，利用更大樣本來探索量表題目的因素。 

(二)信度分析 

將「感恩心量表」預試結果因素分析後，根據四個因素進行分量表和總

量表的第一次信度分析，顯示題目與校正後分量表相關(corrected item-total 
correlation)以及題目與校正後總分相關，各分量表中若有題目刪除後會增加
分量表信度係數，或題目與校正後總分相關太低，則加以刪除。刪題後再進

行各分量表、總量表的第二次信度分析，求出 Cronbach’s α係數，以了解量
表的內部一致性。正式量表的施測結果也以相同方式進行信度分析。 

(三)集群分析 

以集群分析將正式感恩心量表所測得的觀察值分出類型，再以區別分析

與單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進行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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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結果 

一、正式量表的因素分析與信度分析 

將感恩心量表的正式施測結果進行探索式因素分析與信度分析。若抽取

四個因素，則其第一、二因素題目彼此因素負荷量亦高，因此抽取三個因素。

根據正式量表因素分析與信度分析結果，刪除第 8、30、32、33、34、39題
等 6題，因此，正式計分為感恩心量表的題目共 34題，三個因素重新命名為
「對人事物的感恩感受與認知習慣」、「對人感恩與報恩」，「感恩負向人事」(詳
見表 4-7)。 

比較正式量表的三個新因素與原本四個因素，相當於刪除了原本四因素

中信度較差的「口頭表達感恩」(第 8、34、39題)；新因素「對人感恩與報
恩」，合併了原因素「對人報恩」(第 2、15、24、36、38)的題目，以及「對
人事物的感恩感受與認知習慣」中的第 4、5、10、17、18、22、25、29、35
題，這些題目在最初原編量表中意涵「對人感恩」，因此將正式量表的新因素

命名為「對人感恩與報恩」；新因素「對人事物的感恩感受與認知習慣」較原

因素少了前述「對人感恩」的題目，留下的題目以最初原編量表的「幸福感」

和「不是理所當然」為主，另包含對人感恩(第 12、31題)、成就歸因(第 14
題)；「感恩負向人事」則較原因素少了第 1題，而第 23、28題在此因素的負
荷量皆達.35以上，隱含以感恩因應負向事件。將新舊因素對照如表 4-6： 

表 4-6 正式施測後新因素與原因素的題項分佈比較 
新因素 題次 原正式量表因素中的題次 

對人事物的感恩

感受與認知習慣 

6、7、11、12、14、16、
20、21、23、26、27、
28、31、40 

4、5、6、7、10、11、12、13、14、16、
17、18、20、21、22、23、25、26、27、
28、30、31、32、33、35、40 

對人感恩與報恩 
1、2、4、5、10、13、
15、17、18、22、24、
25、29、35、36、38 

2、15、24、36、38 

感恩負向人事 3、9、19、37、 1、3、9、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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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感恩心量表」正式施測後的因素分析 
題號 因素一 因素二 因素三 

21.我常感到每個時刻都是特別的禮物。 
27.我對現在我之為我、我所擁有的，感到感恩。 
11.我每天留意讓自己感恩的小小事物。 
20.我隨時隨地感受到對周遭人事物的感恩。 
28.我感恩許多事物，不論是好是壞，都將帶來祝福。 
26.每當我感受到事物的美好時，常常湧起感恩的心情。 
12.我感恩的人很多。 
31.我常想起幫助過我的人，並感到感恩的心情。 
16.每當我想起生命中曾經經歷的美好，常常湧起感恩的心情。 
23.當我感到失意挫折時，會想到自己已經擁有的，並感到感恩。 
14.我感恩一路走來所遇到的許多人，他們成就了今天的我。 
6.我覺得周遭的人事物、際遇都是值得感恩的。. 

40.我感恩每一餐的食物。 
7 當我經歷一件美好、喜悅的事情時，常常湧起感恩的心情。 

.716 

.697 

.696 

.681 

.665 

.659 

.659 

.617 

.611 

.586 

.585 

.577 

.554 

.454 

 
 
 
 
 

.356 

.427 

.459 

.396 
 

.411 

.355 
 

.404 

.373

.359

36.我感激那些支持我的人。 
22.我感恩那些對我付出的人。 
17.我很少感受到別人對自己的好。 
24.對於幫助過我的人，我常希望自己一有機會就可以回報他們。 
4我感謝朋友所給我的。 

38.我感恩對我一生有重大影響的人。 
29.我很少對幫助過我的人表示心中的感激與感恩。 
2.對於幫助過我的人，我常找機會盡力回報他們。 
1.我發現自己從幫助別人中，獲得了學習與成長。 
5.別人對我的幫助不多。 

13.對我而言，感恩的感受是油然而生、自然升起的。 
10.我常想起朋友所給我的。 
25.我感恩父母所給我的。 
35.我常認為自己之所以有今天，是因為許多其他人的付出和協助。
15.回報別人時，我會留意對方能接受的方式，據以表達。 
18.我常想起自己所獲得的幫助。 

 
 
 
 
 
 
 
 
 
 

.455 

.481 
 

.453 

.432 

.405 

.668 

.655 

.651 

.643 

.618 

.569 

.544 

.544 

.529 

.502 

.500 

.495 

.486 

.480 

.445 

.440 

.363

37.我發現曾經傷害我的人帶給我成長的機會。 
3.我感謝曾經傷害我的人，感謝他帶給我成長的機會。 
9.我感謝曾經遭遇的挫折，感謝它帶給我成長的機會。 

19.我發現曾經遭遇的挫折帶給我成長的機會。 

  
 
 
.353 

.819

.726

.698

.621
特徵值 
可解釋變異量(%) 

7.31 
21.49 

6.39 
18.81 

3.03
8.91

因素一：「對人事物的感恩感受與認知習慣」   因素二：「對人感恩與報恩」 

因素三：「感恩負向人事」 

                        

二、信度與效度 

根據上述刪題後的三個因素進行三個分量表和總量表的第二次信度分

析，其結果發現各量表皆無需刪題，各分量表的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係
數如下：「對人事物的感恩感受與認知習慣」α=.922、「對人感恩與報恩」
α=.895、「感恩負向人事」α=.80，總量表信度 α=.946，(詳見表 4-8)。 

效度方面，正式量表的因素分析結果顯示各分量表因素負荷量(詳見表



 

 57

4-7)，「對人事物的感恩感受與認知習慣」為.45~.72、「對人感恩與報恩」.44~.67
「感恩負向人事」.62~.82，總量表題目可以解釋 49.2%變異量，可見本量表
具有相當的建構效度。 

表 4-8 「感恩心量表」各向度的內部一致性分析 

向度 題次內容 
校正後

總相關 

刪題後

α係數 

α 

係數 
1. 
對 
人 
事 
物 
的 
感 
恩 
感 
受 
與 
認 
知 
習 
慣 

21.我常感到每個時刻都是特別的禮物。 
27.我對現在我之為我、我所擁有的，感到感恩。 
11.我每天留意讓自己感恩的小小事物。 
20.我隨時隨地感受到對周遭人事物的感恩。 
28.我感恩許多事物，不論是好是壞，都將帶來祝福。 
26.每當我感受到事物的美好時，常常湧起感恩的心情。 
12.我感恩的人很多。 
31.我常想起幫助過我的人，並感到感恩的心情。 
16.每當我想起生命中曾經經歷的美好，常常湧起感恩的心情。 
23.當我感到失意挫折時，會想到自己已經擁有的，並感到感恩。 
14.我感恩一路走來所遇到的許多人，他們成就了今天的我。
6.我覺得周遭的人事物、際遇都是值得感恩的。. 

40.我感恩每一餐的食物。 
7 當我經歷一件美好、喜悅的事情時，常常湧起感恩的心情。 

.6433 

.7168 

.6627 

.7028 

.6286 

.7213 

.7103 

.6846 

.6807 

.6238 

.6711 

.6526 

.4221 

.5471 

.9142 

.9118 

.9135 

.9124 

.9148 

.9120 

.9117 

.9132 

.9129 

.9148 

.9132 

.9139 

.9227 

.9175 

.922 

2. 
對 
人 
感 
恩 
與 
報 
恩 

36.我感激那些支持我的人。 
22.我感恩那些對我付出的人。 
17.我很少感受到別人對自己的好。 
24.對於幫助過我的人，我常希望自己一有機會就可以回報他們。 
4我感謝朋友所給我的。 

38.我感恩對我一生有重大影響的人。 
29.我很少對幫助過我的人表示心中的感激與感恩。 
2.對於幫助過我的人，我常找機會盡力回報他們。 
1.我發現自己從幫助別人中，獲得了學習與成長。 
5.別人對我的幫助不多。 

13.對我而言，感恩的感受是油然而生、自然升起的。 
10.我常想起朋友所給我的。 
25.我感恩父母所給我的。 
35.我常認為自己之所以有今天，是因為許多其他人的付出和協助。
15.回報別人時，我會留意對方能接受的方式，據以表達。 
18.我常想起自己所獲得的幫助。 

.6814 

.6934 

.5512 

.6502 

.5390 

.5680 

.3791 

.5394 

.5455 

.3988 

.5676 

.6006 

.4779 

.5792 

.5421 

.5447 

.8773 

.8761 

.8816 

.8778 

.8818 

.8807 

.8904 

.8819 

.8817 

.8895 

.8806 

.8793 

.8840 

.8802 

.8816 

.8816 

.895 

3. 
感恩
負向
人事 

37.我發現曾經傷害我的人帶給我成長的機會。 
3.我感謝曾經傷害我的人，感謝他帶給我成長的機會。 
9.我感謝曾經遭遇的挫折，感謝它帶給我成長的機會。 

19.我發現曾經遭遇的挫折帶給我成長的機會。 

.7004 

.5736 

.6355 

.5466 

.6966 

.7699 

.7346 

.7756 

.800 

 

三、感恩心的類型 

為了探索不同類型的感恩心，先將感恩心量表正式施測所測得的觀察

值，以感恩心的三個因素為自變項，進行集群分析，結果顯示共分為七組，

再以區別分析與單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進行驗證，並描述集群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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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感恩心的集群分析 

本研究有效樣本為 341人，根據吳明隆(1999)，當觀察值超過 200筆，
則採用 K-means集群分析法較為適宜。因此，本研究嘗試以 3、4、5、6、7、
8組進行 K-means集群分析，並比較這些分組方式的平均數差異，發現分成
7組時，各組較能有意義地相互區別，因此以此七集群為感恩心的七類型。 

(二)區別分析 

為檢驗集群分派的正確性，對所分類的七集群，以感恩心三因素為自變

項進行區別分析，所得結果如表 4-9，顯示 97.1%的觀察值已正確分類。  

表 4-9 區別分析混淆表 
預測群組 實際 

群組 
樣本數 

群 1 群 2 群 3 群 4 群 5 群 6 群 7 
群 1 37 36 0 0 1 0 0 0
群 2 103 0 101 0 0 1 1 0
群 3 56 0 0 56 0 0 0 0
群 4 35 0 0 0 33 0 0 2
群 5 67 0 2 0 2 62 0 1
群 6 33 0 0 0 0 0 33 0
群 7 10 0 0 0 0 0 0 10

正確區別率 = (36+101+56+33+62+33+10) / 341 = 97.1% 

(三)檢驗各集群在感恩心構面上的差異 

為了檢驗七個集群在感恩心三構面上的差異，本研究以群別為自變項，

感恩心的三因素分數為依變項，進行單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One-way 
Multivariate of Variance)，並進行 Scheffe’法事後比較，以了解各集群間的差
異情形，研究結果見表 4-10。 

結果顯示，七個集群在三個構面上均有顯著差異，證實其在感恩心類型

的分類上具有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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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感恩心各類型在感恩心構面上之差異分析 
感恩心因素 群組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及事後比較 

群 1 3.52 .312 148.164*** 
群 2 4.58 .314 群 6> 
群 3 4.34 .469 群 2、群 3> 
群 4 3.33 .512 群 3、群 5> 
群 5 4.11 .312 群 1、群 4> 
群 6 5.46 .320 群 4、群 7  

對人事物的感恩感受 
與認知習慣 

群 7 3.01 .579  
群 1 4.49 .246 201.903*** 
群 2 4.88 .271 群 6> 
群 3 4.95 .320 群 2、群 3> 
群 4 3.98 .246 群 1> 
群 5 4.14 .208 群 4、群 5> 
群 6 5.60 .324 群 7  

對人感恩與報恩 

群 7 3.48 .247  
群 1 3.86 .366 141.456*** 
群 2 4.70 .434 群 6> 
群 3 3.30 .573 群 2> 
群 4 2.93 .502 群 1、群 7、群 5> 
群 5 4.14 .367 群 3、群 4  
群 6 5.40 .519  

感恩負向人事 

群 7 3.83 .514  
*p<.05   **p<.01   *** p<.001 

(四)各種感恩心類型在感恩心構面的差異之描述 

本研究根據上述集群分析與區別分析將感恩心分為七種類型，並參考單

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之事後比較的結果，描述各類型感恩心的特徵如下： 

1.第一群 

這類型感恩心的人數共有 37人，約佔總樣本數的 10.9%。他們有點缺乏
感恩心的認知習慣，因而對人事物較不會有感恩感受，不過他們通常會對人

感恩與報恩，也稍微會從負向的經驗中看到自己的學習與成長而稍稍感恩逆

境與傷害自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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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二群 

這類型感恩心的人數共有 103人，約佔總樣本數的 30.2%。他們對人事
物的感恩感受與認知習慣稍微高些，也經常對人感恩與報恩，也常常從負向

人事中發現自己的學習與成長而常常感恩逆境與傷害自己的人。 

3.第三群 

這類型感恩心的人數共有 56人，約佔總樣本數的 16.4%。他們對人事物
的感恩感受與認知習慣稍微高些，也經常對人感恩與報恩，但較少發現自己

從負向人事中獲得學習與成長。 

4.第四群 

這類型感恩心的人數共有 35人，約佔總樣本數的 10.3%，其三個感恩心
因素皆低。他們不太對人事物有感恩感受，也不太對人感恩與報恩，不太感

恩負向人事。 

5.第五群 

這類型感恩心的人數共有 67人，約佔總樣本數的 19.6%。他們稍微會對
人事物有感恩感受和認知習慣，稍微有點會對人感恩與報恩，也稍微會感恩

負向人事。 

6.第六群 

這類型感恩心的人數共有 33人，約佔總樣本數的 9.8%，其三個感恩心
因素皆高。他們幾乎總是對人事物有感恩感受，也總是對人感恩與報恩，總

是感恩負向人事。 

7.第七群 

這類型感恩心的人數共有 10人，約佔總樣本數的 2.9%。他們和第四群
類似，不太對人事物有感恩感受、不太對人感恩與報恩，但稍微會感恩負向

人事。 

 



 

 61

第四節 討論 

一、感恩心的因素與內涵 

本研究將感恩心定義為「以正向情緒(如感謝、感激)來辨認與回應人事
物對自己的正向經驗和結果的貢獻與善意的心理歷程，此心理歷程包含認

知、情緒、行為上的特徵」，並認為感恩心可能包含六個向度：「對人感恩」、

「成就歸因」、「幸福感」、「不視為理所當然」、「感恩負向人事」、「回報」，原

編量表共 52題。根據預試結果的信效度分析，刪除 12題，保留 40題成為正
式量表，量表因素包括：「對人事物的感恩感受與認知習慣」、「感恩負向人事

與受益於己的人」、「對人報恩」、「口頭表達感恩」。根據正式量表施測後的信

效度分析，將正式量表保留 34題作為感恩心的計分，量表因素包括：「對人
事物的感恩感受與認知習慣」、「對人感恩與報恩」、「感恩負向人事」。表 5-1
比較原編量表六向度和正式量表三個因素，並討論如下： 

表 4-11 原編量表六向度和正式量表三個因素的比較 

 
對人事物的感恩 

感受與認知習慣 
對人感恩與報恩 感恩負向人事 

對人感恩 ◎ ◎  

成就歸因 ◎ ◎  

幸福感 ◎   

不視為理所當然 ◎   

感恩負向人事 ◎  ◎ 

回報  ◎  

(一) 因素一：對人事物的感恩感受與認知習慣 

主要包含「幸福感」、「不視為理所當然」的題目，以及部分「對人感恩」、

「成就歸因」、「感恩負向人事」的題目，本向度的感恩對象是益處(gift)，由
於個體在注意、歸因、記憶上的認知思考習慣，使他容易感受到人事物的美

善、自己的幸運、生命的互相關聯，而有正向情緒和幸福感，甚至在失意挫

折中也感恩自己所擁有的(gift)來幫助自己復甦、因應壓力。 

在「幸福感」方面，經常留意令自己感恩的事物、隨時隨地感受到感恩、

常想起幫助過自己的人、在想起或感受到或經歷美好事物時也湧起感恩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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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此向度的感恩心包含「不把一切視為理所當然」的認知信念，意即認

為「萬事萬物，沒有一件事是我們本來應該擁有的」，為得到這些 gift感到幸
運，個人所感恩的益處(gift)包含：現在的我、現在自己所擁有的、週遭的人
事物、小事物、好事壞事都會帶來祝福、很多人、食物。因為感到幸運而進

一步追本溯源，思考是誰給了自己這些，而歸因於許多人、神、因緣或老天。

本研究認為這個信念與其所促動的歸因過程可能是感恩心的最深核心，使得

感恩範圍廣、密度高、頻率高。McCullough et al.(2002)即指出感恩的人可能
有種世界觀，把自己所擁有的一切視為一個禮物，這使他們不把一切視為理

所當然。根據本研究因素分析結果，此信念與「幸福感」的認知思考習慣合

併在同一因素，顯示此信念和感恩的幸福感受高度關聯。 

(二)因素二：對人感恩與報恩 

主要包含「對人感恩」、「成就歸因」、「回報」，意即感恩實際上有給予

自己益處的人(giver)，認為是因為許多人的付出與協助才有今天的自己，並
藉由行動回報他人以表達自己的感恩感激之情。在「對人感恩」方面，感恩

的對象(giver)包括支持自己的人、對自己付出的人、對自己有重大影響的人、
父母，也包括感謝朋友，此向度感恩心高的人更常感受到別人對自己的好、

常想起朋友所給自己的、常想起自己所獲得的幫助，也發現自己從助人中獲

得學習與成長。在「成就歸因」方面，認為別人對自己的幫助多，並且是因

為許多人的付出與協助才有今天的自己。本研究原把「對人感恩」、「成就歸

因」分為感恩心的不同向度，但因素分析結果顯示兩者關聯度高而在同一因

素，間接證實 Farwell & wohlwend-lloyd(1998)的推論：把成功歸因給他人可
以測量到感恩。 

由以上可知，此向度感恩心除了感恩給予者(giver)，亦包含注意、歸因、
詮釋、記憶等認知習慣。在詮釋方面，McCullough et al.( 2001)認為感恩是種
道德溫度計，個體知覺到他人對待自己的「善意」，而有種情緒感受。此道德

溫度計知覺他人善意的敏感度有賴於接收者運用同理能力而感覺到給予者

(giver)的正向意圖，進而欣賞、感激一個利他的禮物(Lazarus & Lazarus, 
1994)。例如，訪談大學生的感恩經驗，可以發現「同理」父母的付出蘊含了
愛與關懷(A)，父母付出很大的機會成本(C)，人身難得而父母讓我們有機會
來到人間(E)，是感恩父母的關鍵，皆符合 Tesser et al.(1968)所提出影響感恩
的因素有接受者對給予者意圖的判斷、對給予者的成本、益處的價值，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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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都需要接受者將心比心地同理給予者的內心情感，感受到給予者的善意

或愛，將益處(gift)詮釋為來自善意與愛，會更感恩給予者與益處，也就是
Heider(1958)、Berger(1975)所強調對給予者意圖的知覺形塑感恩感。而 Ortony 
et al.(1988)認為影響感恩強度的變項包括對方偏離角色期待的程度，例如有
受訪者表示諮商員對自己無條件關懷超出原本的預期，也有受訪者表示在自

己有困難時對方主動、及時地伸出援手，令自己感動、感激；然而也有受訪

者(C)認為養育自己並非父母的義務，不把角色責任框在給予者身上，不把自
己所獲得的當作理所當然、應得的，則他人的任何給予都值得感恩。由以上

討論可知，「對人感恩」中隱含了同理別人正向意圖的能力，以及「不把別人

的任何給予視為理所當然」的認知風格，前者幫助個體辨認他人的「善意」

與愛，屬於詮釋，使感恩強度強；後者使個體容易辨認別人的「貢獻」，屬於

注意、歸因，使感恩頻率高、範圍廣、密度高。 

在「報恩」方面包含：希望自己可以回報給予者、留意對方能接受的表

達方式、找機會回報對方，顯示以行動表示心中的感激感恩也是感恩心的內

涵之一。如中國諺語「點滴之恩，湧泉以報」，中國人文中的報恩精神也強調

感懷父母、夫妻、君臣師友之恩並加以回報。然而，回報的動機可能出自於

受益者有責任回報對方的社會期許，缺乏對善意的感激欣賞，但依照

Fritzgerald(1998)的想法，感恩的情緒狀態是感恩的關鍵。依據本研究因素分
析結果，「報恩」和「對人感恩」合併在同一因素，顯示報恩的行為和感恩的

情緒有高度關聯，也就是 Spinoza(1677)所認為「感恩是以愛回報愛」，而非
有責任感到感恩並表達感恩。由此可知，McCullough et al.( 2001)所提出感恩
是種道德動機，刺激個體善意行為，與「感恩是道德溫度計」是分不開的。

關於感恩與報恩在發展上的關聯，Klein(1957)提出建立好客體關係的嬰兒覺
得從所愛客體獲得的滿足是一份她想保留的獨特禮物，因禮物而愉悅是感恩

的基礎，會珍惜與保留客體，感到希望回報愉悅，也因為有內在豐富感而變

得有能力和他人分享，感恩的人必能慷慨地給。McAdams & Bauer(2004)則提
出：對正向結果的責任歸因(知恩)、經驗感恩(感恩)、想對給予者好(報恩)，
這些特性的關聯可能在小學早期階段鞏固。 

然而「口頭表達感恩」因為分量表信度不足而刪除，顯示對給予者、父

母口頭表達感謝、感恩不是預測感恩心的穩定因素。例如，訪談大學生表達

感恩的經驗，有些男生較不習慣口頭表達，而以行動表示感激；有些人會考

慮對方能接受的表達方式，選擇用說的或用行動的；對父母表達感恩，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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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朋友表達那樣容易。性別、情境、對象、個人表達風格等因素都可能影響

「口頭表達感恩」，因此本研究的感恩心量表不計入此向度的題目。 

(三)因素三：感恩負向人事 

主要包含「感恩負向人事」，發現曾經遭遇的挫折、傷害自己的人帶給

自己成長的機會，而感謝這些挫折、敵人(giver)。從傷害、挫折、壞處境中
找出好的、注意到自己的成長，雖然精神上的精進、成長是自己完成，但仍

歸因於負面狀況(逆境、敵人)創造了逆增上緣，使個體有機會培養出寬容心、

忍辱心，因而感恩負向人事及其所帶來的祝福，這也使個體在遭遇這些壓力

時能夠把毒轉成藥。如此，正可以說明Watkins et al.(1998)的研究發現：感恩
的人對負向事件的回憶情緒較不感恩的人正向，因為他們從壞處境中找出最

好的。 

 (四)感恩心的內涵 

綜合而言，感恩心包含「對人事物的感恩感受與認知習慣」、「對人感恩

與報恩」、「感恩負向人事」三個因素。第一個因素感恩的對象是益處(gift)，
包括現在的我、現在自己所擁有的、週遭的人事物、小事物、好事壞事都會

帶來祝福、很多人、食物。第二個因素感恩的對象是給予者(giver)，包括支
持自己的人、對自己付出的人、對自己有重大影響的人、父母、朋友。第三

個因素感恩的對象是負向事件(giver)，包括挫折與敵人。 

三個因素的認知風格具潛在共同性，都是辨認出人事物對自己的正向經

驗和結果有貢獻，而產生真誠地欣賞、感激的感恩情緒，亦即將益處被評估

為正向(注意)且將益處(歸因)於他者時，而產生感恩的愉悅情緒，感到滿足、
快樂、希望。其中，第一、二因素雖然對象不同，卻都共同隱涵「不把一切

視為理所當然」的核心信念、追本溯源的歸因能力，以及經常注意、記憶益

處(gift)或給予者(giver)的認知習慣，因此感恩頻率高、範圍廣、密度大。第
二因素的「對人感恩」涉及將所獲得的益處詮釋為來自給予者(giver)的正向
意圖，特別有賴於同理他人內心情感的能力，意即愈感到對方的愛與關懷，

愈瞭解對方付出了機會成本，其感恩情緒強度愈大；此因素也包含「報恩」，

意指個體因為感到被照顧、被關愛而有感恩情緒，進而促發個體希望回報對

方、回饋社會，以愛回報愛，所以感恩是道德動機。第三因素的特別之處在

於辨認出、注意到自己的成長來自於負面狀況提供了機會(歸因)，雖然給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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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無正向意圖，也不是接受者想要的經驗，但仍注意到正向結果(gift)。綜合
文獻探討與本節討論，本研究將感恩心的可能心理運作歷程整理如表 4-12，
並說明如下： 

表 4-12 感恩心的心理運作歷程 
認知歷程 注意 歸因 同理 回憶 

感恩對象 益處 給予者 給予者 益處、給予者

說明 

當經驗正向經

驗或獲得正向

結果時，如： 
幫助 
物質 
美好事物 
成就 
他人 
自己 

成長 

是種追本溯源

的歸因能力，

如中國的飲水

思源觀：歸恩

給許多人、老

天；佛家的因

緣觀：無量劫

的因緣、眾生

恩；上帝。 
挫折、敵人。 

對給予者意圖

的同理(感受
到付出背後的

善意、愛、關

心、支持、接

納或上帝的心

意) 

如中國的父母

恩、夫妻恩、

師友君臣恩。

內射一個更有

善意的世界 

感恩情緒特徵 
範圍廣 
頻率高 

密度大 強度大  

快樂、滿足、

低欽羨 
感激 
低傲慢 

幸福、被愛、

感恩 
平靜、安頓 

情緒類別 

低焦慮、擔心；低憤怒；低憂鬱 

記憶 編碼的數量 編碼的精緻化 
提取時再次經

驗感恩情緒 

口語表達 感謝 感恩、謝天 感恩  

知足 惜福(得來不易) 報恩  

態度、行為 向社會行為(親善、分享、慷慨、回報)、宗教活動 
較少破壞性的人際行為 

價值觀、信念 

每件事物皆是

奇蹟，不是理

所當然 

與人、與生命

相關連 
 

較不重視物質 
靈性信念 
 

對環境的影響 
感恩的態度較受人歡迎；向社會行為等同於主動建立社會資源；

散播善意與愛，進而影響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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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心的心理運作始於認知歷程，依序是注意、歸因、同理、記憶，這

些認知歷程有其相應的對象(益處或給予者)，並衍生出相關情緒，也影響記
憶、口語表達、態度與行為、價值觀與信念、環境。在認知歷程的第一階段，

先是注意到益處(如幫助、物質、美好事物、成就、他人、自己、成長)，使
個體產生快樂、滿足的情緒，當個體愈有「每件事都不是理所當然」的信念，

則所注意到的益處範圍愈廣、頻率愈高，因此對更廣範圍、更經常感到快樂

與滿足，提高對益處的記憶編碼數量，口語表達方式為感謝，在態度上愈容

易知足、不欽羨別人。在認知歷程的第二階段，把先前注意到的益處歸因於

給予者，此有賴於個體追本溯源的歸因能力，例如，中國的飲水思源觀是將

益處歸於許多人、老天；佛教徒則歸因於無量劫的因緣，以及三寶、國土、

眾生；基督徒凡事謝恩，將恩歸於上帝；有些人將成長歸因於挫折、敵人，

都使個體產生感激的情緒，此歸因歷程使感恩的密度增廣，產生自己與人、

與生命相關連的信念，減少傲慢，感恩情緒也使記憶編碼精緻化，口語表達

方式為感恩、謝天，在態度與行為上知道一切得來不易而容易惜福。在認知

歷程的第三個階段，若愈具有同理給予者意圖的能力，愈能了解給予者付出

背後的善意、愛、關心、支持、接納，而產生幸福、被愛的情緒，感恩強度

愈大，如中國的父母恩、夫妻恩、師友君臣恩；對某些人而言，感恩只適用

於這些愛自己的人，報恩精神的起點即在報這些對自己有直接恩德之人，進

而會「轉報」他人。前述的注意、歸因、同理等歷程提高記憶編碼數量與精

緻化，使人更容易回憶益處與給予者而再次經驗感恩情緒，感到平靜、安頓，

內射一個更友善的世界。這四個認知歷程都使個體在情緒上低焦慮擔心、低

憤怒、低憂鬱，較會展現親善、分享、慷慨、回報等向社會行為，較少破壞

性的人際行為，較多宗教活動，較不重視物質。感恩心對個體實質互動環境

的影響是使個體受人歡迎，其向社會行為等同於主動建立社會資源，並散播

善意與愛，進而影響別人。 

二、感恩心的類型 

根據集群分析的結果，感恩心可以分為七種類型。在「對人事物的感恩

感受與認知習慣」、「對人感恩與報恩」、「感恩負向人事」等三個因素上的分

數高低組合，分別是第一群：低、中、中。第二群：中、中、中。第三群：

中、中、低。第四群：低、低、低。第五群：中、低、中。第六群：高、高、

高。第七群：低、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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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群與第七群是感恩最低的類型，兩者的第一、第二因素皆低，但第

七群稍微會從負向事件中看到學習與成長。第一、三、五群的感恩心組合都

有兩個因素中等、一個因素分數較低，當中第一群是第一因素稍低，可能是

稍微缺乏感恩心的認知風格而較少對事物感恩；第三群是第三因素較低，可

能較少從負向人事中發現益處；第五群是第二因素較低，較少對人感恩與報

恩，可能是較缺乏把別人的給予詮釋為善意的同理心，或較少回報他人。第

二、六群是感恩心的三因素都分數接近，當中第二群是三個因素分數都中等，

也是七類型中樣本數最多的，而第六群是三個感恩心因素都很高，具有很高

的注意、歸因、同理、記憶等感恩心認知風格，也感恩負向狀況提供的機會，

其感恩範圍廣、對象多、頻率大、強度亦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