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 1 - 

第一章  緒論 

本研究以「國民中學、小學教師智慧與幸福感之研究」為題，進行相

關研究與探討。首先，就智慧與幸福感進行文獻探討，作為架構研究的理

論基礎；接著，以問卷調查瞭解智慧與幸福感現況、相關情形；再依研究

結果進行討論與結論；最後，提出研究的發現與建議。 

在本章緒論共分為四節，分別從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目的與問題、

重要名詞釋義、研究方法與範圍等方面加以闡述。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壹、研究背景 

李金珍、王文忠、施建農（2003）正向心理學(Positive Psychology)是

20 世紀末興起於美國的一個新的心理學研究領域，它為傳統主流心理學注

入了新的活力，並使心理學的研究重點從「心理問題」轉向「人的積極力

量」正向心理學(Positive Psychology)研究範圍很廣，研究主題包括：(1)積

極的體驗(positive experience)，如快樂(happiness)，幸福感(well-being)等；

(2)積極的個人特質(positive trait)，如自我決定(self-determination)、智慧

(wisdom)、創造力(creativity)、美德(virtues)等（週嵌、石國興，2006）。本

研究在研究國小教師智慧與幸福感關係，就正向心理學而言，智慧是積極

的個人特質，而幸福感是一積極的體驗。新興的正向心理學研究興起與重

視為本研究背景之ㄧ。 

2006 年《佐賀的超級阿嬤》成為 2006 年博客來網路票選台灣百大暢

銷的一本書。佐賀的超級阿嬤的生活哲學究竟有什麼魅力？閱讀這本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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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不難發現所傳達「窮得開朗、苦得歡喜」。佐賀的超級阿嬤運用他的

智慧來使自己更加幸福，讓研究者對人生中的智慧更加有興趣與好奇。在

不同年代中有著不同的問題，而其看待問題的智慧可能會影響幸福的感

受。這種生活哲學與近幾年所興起的正向心理學不謀而合。而這本書《佐

賀的超級阿嬤》所形成的潮流為研究背景之二。 

聖嚴法師自在語提到：山不轉，路轉；路不轉，人轉；人不轉，心轉。

吳念真曾說過：「在面對困境、抉擇生存關鍵的『態度』可美、可醜；可

以堅定、可以柔軟；可以剛烈，卻也可以逆來順受」。另外，佛教中有一

句話：「慈悲不生敵人，智慧不起煩惱。」因為具有智慧的人，往往能達

觀的看待事物，所以面對困境，反而能心念一轉，這些都是運用人生智慧

來使生活更加幸福。但有智慧的人真的幸福嗎？所以本研究在探討，智慧

中某些構面是否會造成幸福的感受，也就是探討愈有智慧的人是否愈有幸

福的感受。 

 

貳、研究動機 

在上一節論述完研究背景，現在將本研究的研究動機分別敘述如下： 

許多學者主張透過對智慧的追求與發展，個體可以獲得更大、更豐富

的幸福感(Carver & Scheier, 1998; Kramer, 2000 ; Staudinger & Pasupathi, 

2000)。國外在近十年內已開始重視到生活滿意度與幸福感，如維持教師健

康與幸福感(Patricia, 2001)與促進個人在工作場域裡心理健康(Regina, ＆ 

Frances, 2002)；而智慧概念至目前為止西方國家已有豐富的研究成果，反

觀國內針對目前關於智慧與幸福感關係之研究付之闕如，故本研究擬採實

證取向的調查研究法，探討國民中、小學教師智慧與幸福感相關情形，以

補充國內文獻之不足，此為本研究動機之ㄧ。希望藉由本研究之進行，能

為日後相關研究注入一點心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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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扮演著對未來教育發展的關鍵性角色，在面臨二十一世紀資訊

化、全球化的趨勢下，教師所要面臨的挑戰與責任愈益重大。再加上教育

改革思潮不斷襲來，教師需要有足夠的智慧來因應挑戰。總而言之，教師

必須具備智慧歷程中內在心智機制、外在行動表現、結果影響，才能使生

活更加美好。透過內在心智機制中反思歷程，個體更清楚地意識到自己所

作所為，詳細探究所面臨的問題，並且理性尋求問題解決方法，這種思考

自己的思考，是後設認知思考的一種，屬於高層次的認知思維(Reed & 

Koliba, 2001)。藉由本研究來探討智慧中先知先覺、反思、情感調節、開

放、幽默、豐富多樣的經驗、知行合一、利益平衡，與幸福感的相關情形。

探討智慧程度的不同是否會影響其幸福感，並藉由此研究來作為學校或研

究機構的參考，此為本研究動機之二。 

基於對正向心理學中智慧與幸福感相關議題之研究興趣，與國外研究

的啟發，希望藉由本研究來探討智慧與幸福感相關情形。倘若假定教師智

慧有程度上的差異，那是不是所有的較有智慧的人，都擁有較大的幸福

感？智慧是否與幸福感存在著關係？目前 Ardelt(1994)強調個體人格特質

與生命全程發展過程具有較大的影響，例如，智慧對於高齡者的生活滿意

度影響較大，而其研究結果也顯示智慧與生活滿意度之間具高度相關性。

而且劉靜軒（2004）研究結果指出老人社會大學學員智慧與生活滿意度呈

現正相關。所以研究指出智慧與幸福感中的生活滿意度可能有正相關，而

智慧是否與幸福感中的正向情緒、樂觀、生活滿意、工作成就有相關這是

作者所感興趣之處。再者，社會人口變項是否會影響智慧與幸福感，這都

是本研究所欲瞭解的。對正向心理學中智慧、幸福感相關議題之研究興

趣，與國外研究的啟發，此為本研究的動機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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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壹、研究目的 

依上述之研究動機，本研究先進行智慧與幸福感的文獻探討，建構研

究理論與架構，再進一步探討國民中、小學教師智慧與幸福感之關係。期

望透過本研究所獲得國民中、小學教師智慧與幸福感的實證資料，教育相

關之機構與未來研究者之參考。具體言之，本研究擬達成的目的如下： 

一、 瞭解國民中學、小學教師的智慧的內涵與現況。 

二、 瞭解國民中學、小學教師的幸福感內涵與現況。 

三、 探討國民中學、小學教師的社會人口變項在智慧之差異情形。 

四、 探討國民中學、小學教師的智慧及其八個因素（反思、先知先覺、情

感調節、開放、幽默、知行合一、豐富多樣的經驗、利益平衡）與幸

福感（正向情緒、樂觀、生活滿意與工作成就）之相關情形，是否與

研究者初步推論相符。 

五、 探討國民中學、小學教師智慧對教師幸福感影響力。 

六、 探討國民中、小學教師智慧及其八個因素（反思、先知先覺、情感調

節、開放、幽默、知行合一、豐富多樣的經驗、利益平衡）與幸福感

（正向情緒、樂觀、生活滿意與工作成就）因素間是否有典型相關存

在。 

七、 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建議，以提供教育行政機關以及後續研究之參

考。 

 

貳、待答問題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民小學教師智慧與幸福感之關係，依據研究動機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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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以下提出本研究之待答問題： 

一、 國民中學、小學教師智慧的內涵與現況為何？ 

二、 國民中學、小學教師幸福感的內涵與現況為何？ 

三、 國民中學、小學教師的智慧是否因不同的社會人口變項而有顯著差    

異？ 

四、 國民中學、小學教師的智慧與幸福感之間的關係為何？ 

（一） 國民中學、小學教師的「反思」智慧與幸福感間是否有關？ 

1. 國民中學、小學教師的「反思」智慧與「正向情緒」幸福感

是否有關？ 

2. 國民中學、小學教師的「反思」智慧與「樂觀」幸福感是否

有關？ 

3. 國民中學、小學教師的「反思」智慧與「生活滿意」幸福感

是否有關？ 

4. 國民中學、小學教師的「反思」智慧與「工作成就」幸福感

是否有關？ 

（二） 國民中學、小學教師的「先知先覺」智慧與幸福感間是否有

關？ 

1. 國民中學、小學教師的「先知先覺」智慧與「正向情緒」幸

福感是否有關？ 

2. 國民中學、小學教師的「先知先覺」智慧與「樂觀」幸福感

是否有關？ 

3. 國民中學、小學教師的「先知先覺」智慧與「生活滿意」幸

福感是否有關？ 

4. 國民中學、小學教師的「先知先覺」智慧與「工作成就」幸

福感是否有關？ 

（三） 國民中學、小學教師的「情感調節」智慧與幸福感間是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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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1. 國民中學、小學教師的「情感調節」智慧與「正向情緒」幸

福感是否有關？ 

2. 國民中學、小學教師的「情感調節」智慧與「樂觀」幸福感

是否有關？ 

3. 國民中學、小學教師的「情感調節」智慧與「生活滿意」幸

福感是否有關？ 

4. 國民中學、小學教師的「情感調節」智慧與「工作成就」幸

福感是否有關？ 

（四） 國民中學、小學教師的「開放」智慧與幸福感間是否有關？ 

1. 國民中學、小學教師的「開放」智慧與「正向情緒」幸福感

是否有關？ 

2. 國民中學、小學教師的「開放」智慧與「樂觀」幸福感是否

有關？ 

3. 國民中學、小學教師的「開放」智慧與「生活滿意」幸福感

是否有關？ 

4. 國民中學、小學教師的「開放」智慧與「工作成就」幸福感

是否有關？ 

（五） 國民中學、小學教師的「幽默」智慧與幸福感間是否有關？ 

1. 國民中學、小學教師的「幽默」智慧與「正向情緒」幸福感

是否有關？ 

2. 國民中學、小學教師的「幽默」智慧與「樂觀」幸福感是否

有關？ 

3. 國民中學、小學教師的「幽默」智慧與「生活滿意」幸福感

是否有關？ 

4. 國民中學、小學教師的「幽默」智慧與「工作成就」幸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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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關？ 

（六） 國民中學、小學教師的「豐富多樣的經驗」智慧與幸福感間

是否有關？ 

1. 國民中學、小學教師的「豐富多樣的經驗」智慧與「正向情

緒」幸福感是否有關？ 

2. 國民中學、小學教師的「豐富多樣的經驗」智慧與「樂觀」

幸福感是否有關？ 

3. 國民中學、小學教師的「豐富多樣的經驗」智慧與「生活滿

意」幸福感是否有關？ 

4. 國民中學、小學教師的「豐富多樣的經驗」智慧與「工作成

就」幸福感是否有關？ 

（七） 國民中學、小學教師的「知行合一」智慧與幸福感間是否有

關？ 

1. 國民中學、小學教師的「知行合一」智慧與「正向情緒」幸

福感是否有關？ 

2. 國民中學、小學教師的「知行合一」智慧與「樂觀」幸福感

是否有關？ 

3. 國民中學、小學教師的「知行合一」智慧與「生活滿意」幸

福感是否有關？ 

4. 國民中學、小學教師的「知行合一」智慧與「工作成就」幸

福感是否有關？ 

（八） 國民中學、小學教師的「利益平衡」智慧與幸福感間是否有

關？ 

1. 國民中學、小學教師的「利益平衡」智慧與「正向情緒」幸

福感是否有關？ 

2. 國民中學、小學教師的「利益平衡」智慧與「樂觀」幸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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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關？ 

3. 國民中學、小學教師的「利益平衡」智慧與「生活滿意」幸

福感是否有關？ 

4. 國民中學、小學教師的「利益平衡」智慧與「工作成就」幸

福感是否有關？ 

五、國民中學、小學教師智慧對教師幸福感之影響力為何？ 

六、國民中、小學教師智慧及其八個因素（反思、先知先覺、情感調節、

開放、幽默、知行合一、豐富多樣的經驗、利益平衡）與幸福感（正

向情緒、樂觀、生活滿意與工作成就）因素間是否有典型相關存在？ 

七、根據國民中學、小學教師智慧與幸福感相關文獻與實證研究結果，是

否能提供出可供相關學校與未來研究參考之建議？ 

 

 

第三節  名詞釋義 

 

為使本研究所探討之問題能有一明確的概念，並避免混淆，使本研究

範圍明確化，茲將本研究涉及之重要名詞加以解釋如下： 

 

壹、智慧 (wisdom) 

從哲學、宗教、心理學角度來看智慧的定義，可以看出其具有共通性。

以下分別由字典、哲學、宗教、心理學來探討智慧的意義。 

由字典涵義觀之，智慧是一種應用知識、常識、理解、思考、經驗與

洞悉的能力或結果，來正確地判斷人生相關課題、聰明地運用所學的能

力，所以智慧包含知識技能的習得、認知思維上的判斷、運用所學的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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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三個層面。 

從哲學來定義智慧，哲學上所認為的智慧是指抽象、而普遍的心智思

維產物，本身並不參雜情感的成分的意義，透過理性思辨來駕馭情感、運

用心智來追求明智的判斷。智慧具有尋求接近真理的功能、運用適當的常

識來衡量情境的功能，最後透過適當的抉擇來增進人世間的共善。 

從宗教來定義智慧，基督教早期被稱為信心之父的教會領袖奧古斯丁

(St. Augustine)，認為智慧是個體的智慧運用在良善的方面以尋求真理，他

並大聲疾呼：「在所有人類可以追求的事物中，對於智慧的追求是最完美、

最崇高、最有用、也最適當的。」 

從心理學看來智慧的意義，各家學者對智慧的定義可分為認知過程系

統、專家系統知識、反思、情意、多方面的平衡。就智慧為一認知過程系

統而言，Sternberg (1990) 指出智慧是一個後設認知型態，Arlin (1990) 也

認為智慧是一種發現問題的藝術，是反思與判斷的基本認知過程；就智慧

為一種多方面的平衡而言，Orwoll 與 Perlmutter (1990) 表示智慧是一種多

方面的平衡或是情感認知、親密關係與社會關懷的綜合體。Birren 與 Fisher 

(1990) 也認為智慧是整合人類能力中的情意、意動與認知的層面以回應生

活中的任務與問題。Orwoll、Perlmutter、Birren、Fisher 皆認為智慧是個體

以其認知與情感適當地回應生活中的任務，是一種多方面的平衡。Sternberg 

(2000) 提出智慧平衡理論同時強調問題決策的考量能平衡各方利益以達

到公益之目標，亦即智慧是個體能找到一個介於內在自我、他人及外在環

境的平衡狀態。心理上的智慧是指藉由專家系統知識、認知過程系統，來

對生命中的任務進行反思、判斷、反應與情感調適，最後達到情感的平衡、

價值觀的平衡、認知過程的平衡（利益的平衡）、環境反應的平衡等整體

上的平衡，最後展現在經驗行為上。 

本研究所指稱的智慧，本研究將智慧定義為：智慧是個體在統整內在

心智機制後，所展現之一系列適應情境，取得中庸之道及發揮正面影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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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程。智慧包含人生（生活體悟）的先知先覺，透過反省判斷的過程獲得

更深層的理解，而在情感面上個體能做好情感調節、抱持開放的心胸，最

後表現出在生活任務中的展現豐富多樣的經驗、幽默、知行合一，嘗試達

到利益的平衡。智慧可分為八個層面：先知先覺、反思、情感調節、開放、

幽默、豐富多樣的經驗、知行合一、利益平衡等層面，智慧高的人，是指

在這量表的八個部分得分較高者而言。 

貳、幸福感 (well-beinng) 

幸福感是個人對生活主觀的感受，個體擁有正向情緒、對生活滿意、

對未來樂觀以及對特定領域工作成就的滿意，就會感到幸福。Andrews 和

Withey 提出幸福感是個人的主觀經驗，並包含了三個部分正向情感、負向

情感和生活滿意（引自古婷菊，2006：10）。Seligman 指出幸福感是對過

去滿意、對未來樂觀、眼前快樂以及展現長處與美德（洪蘭譯，2003）。

根據郭俊賢（1994）的研究顯示，快樂是一種較感性、興奮、短暫的正面

情感，幸福則是一種較理性、寧靜、長期的正面情感。賴威岑（2002）歸

納出一項良好的心理幸福感指標必須具備四大要素：1.同時包含心理幸福

的正向與負向；2.幸福感指標是可以具體化的；可操作性的；3.由個人主

觀加以感受及詮釋的；4.心理幸福是相對的，而非絕對的。本研究綜合學

者看法，認為幸福感是個人主觀的感受，包括擁有正向情緒、對生活滿意、

對未來樂觀及對特定領域的滿意。 

本研究幸福感量表是採用古婷菊（2006）國中教師幸福感量表，並將

幸福感的操作型定義界定為個人主觀的感受到個體所擁有正向情緒、對生

活滿意、對未來樂觀以及對特定領域工作成就滿意之程度，也就是教師所

知覺自己擁有「正向情緒」、「工作成就」、「樂觀」、「生活滿意」感

受的程度。累積得分越高，表示此幸福感受程度愈高；反之，得分愈少，

表示所此幸福感受程度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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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範圍 

 

本研究係採用文件分析、問卷調查法進行研究，茲針對研究方法與研

究步驟分述如下： 

壹、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取之研究方法有二種，分述如下： 

一、文件分析法 

蒐集與智慧、幸福感等相關研究之文獻資料，以建立研究之理論基礎，

加以整理歸納，以瞭解目前智慧、幸福感研究之情形。 

二、問卷調查法 

本研究依據文獻探討編製問卷，透過預分析試刪除問卷中不良試題，

以及正式問卷回收整理與統計分析後，進行綜合討論，以瞭解學校創新經

營之現況與成效。 

 

貳、研究步驟 

為使研究能順利進行，本研究之具體研究步驟，分述如下： 

一、準備階段 

（一）確定論文方向並擬定研究主題 

（二）文獻探討與分析 

（三）建立研究架構 

（四）編製研究工具 

二、實施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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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預試問卷之實施 

（二）預試問卷回收整理與分析歸納 

（三）編擬正式問卷，並發放正式問卷 

（四）正式問卷統計結果分析 

三、完成階段 

（一）綜合研究結果分析與討論 

（二）提出結論、建議和論文撰寫印製 

 

參、研究範圍 

以下就研究對象、研究區域及研究內容等三方面說明本研究之範圍。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係以九十七學年度台灣地區（不包含澎湖、金門、馬祖）公立

國民中、小學教師為研究對象，依據教育部統計處彙編之 97 學年度《各

級學校名錄》，先將台灣 23 縣市區分為四區，分別為北區（包含基隆市、

台北市、台北縣、桃園縣）；中區（包含新竹縣、新竹市、苗栗縣、台中

縣、台中市、南投縣、彰化縣）；南區（包含嘉義縣、台南縣、高雄縣、

高雄市、屏東縣、澎湖縣）及東區（包含宜蘭縣、花蓮縣、台東縣）。再

依據各區教師數佔全台總教師數之比率進行便利抽樣：（各區域總教師數

數÷全台總教師數）×總抽樣人數=分區抽樣人數，預計抽取 170 位國民中、

小學教師進行智慧量表的預試；而在正式問卷共計抽取 1000 位公立國民

中、小學教師。 

二、研究區域： 

本研究區域為台灣地區（不包含澎湖、金門、馬祖），將台灣 23 縣

市區分為四區，分別為北區（包含基隆市、台北市、台北縣、桃園縣）；

中區（包含新竹縣、新竹市、苗栗縣、台中縣、台中市、南投縣、彰化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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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包含嘉義縣、台南縣、高雄縣、高雄市、屏東縣）及東區（包含宜

蘭縣、花蓮縣、台東縣）。 

三、研究內容： 

本研究採用研究者參考國內外文獻自編的「國民中、小學教師智慧調

查問卷」與古婷菊（2006）「國中教師幸福感量表」，作為本研究「國民

中、小學教師智慧與幸福感調查問卷」，並請公立國中、國小教師填答問

卷，作為蒐集資料的工具。在調查問卷中以蒐集量化資料為主，並未涵蓋

其他質性資料的蒐集。研究內容變項分為智慧與幸福感： 

（一） 智慧：包括「先知先覺」、「反思」、「情感調節」、「幽默」、「開

放」、「多元豐富的經驗」、「知行合一」、「利益平衡」。 

（二） 幸福感：包括「正向情緒」、「樂觀」、「生活滿意」「工作成就」。 

（三） 社會人口變項 

1. 性別：分男性與女性。依問卷量表第一部分第1題反應而

得。 

2. 教育程度：指填答者所受的最高教育程度，共分為3組：(1)

一般大學（含大專）；(2)師範學院、師範大學；(3)碩士（含

博士）。依問卷量表第一部分第3題反應而得。 

3. 擔任職務：分為(1)教師兼主任；(2)教師兼組長；(3)級任教

師；(4)科任教師四類別。 

4. 年齡：請問卷填答者填寫其民國    年出生。 

5. 任教年資：請問卷填答者填寫其任教年資    年。 

 

肆、研究限制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民中、小學教師智慧與幸福感之現況與內涵，並分

析兩者相關與影響，故研究方法採文獻分析法與問卷調查法，力求研究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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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趨於完整與客觀，但受限於國內相關研究資料不足，人文現象之複雜，

因此仍有下列之限制： 

一、研究方法的限制 

由於時間與經費有限，研究方法只採取問卷調查法，研究工具為自陳

式量表，因此受試者在填答問卷時，可能受到其認知、情緒、填答情境等

主客觀因素的影響，而出現不符實際之填答；因此，在內容分析或結果之

解釋上，會產生一定程度的誤差，進而產生研究工具之限制。 

二、研究結果推論的限制 

本研究係以台灣地區北部東部南部中部的公立國民中、小學教師為研

究對象，不包含澎湖、金門、馬祖地區的國民中、小學教師。研究結果亦

以台灣地區台灣地區（不包含澎湖、金門、馬祖）為限，是否可以推論至

全台灣地區的國小教師，尚待進一步驗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