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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旨在整合與論述國民中、小學教師智慧與幸福感相關主題之研究，共

分為三節。第一節為智慧的理論與研究；第二節為幸福感的理論與研究；第三

節為智慧與幸福感相關研究；第四節為研究假設。 

 

第一節  智慧的意涵、評量與相關研究 

壹、智慧的意涵與相關理論 

智慧對於哲學家或宗教界而言，一直以來都是研究關注的焦點，但是在心

理學與社會科學方面，對智慧的研究則是在近二十年來才開始發展。智慧一詞

最早在西元前就有記載，不論從哲學、宗教、心理學角度來看智慧，或是從東

西方角度來看，智慧對人類而言具有莫大的意義與價值。Holliday與Chandler提

到人類智慧的探討早在西元前2500年就可從埃及文獻中可看到，埃及人對智慧

的定義包括了在人生不公平的待遇及困境中保持信心（引自楊世英，2008：

188）。所以最早對智慧的看法，是指能在困境中保持信心。大英百科全書記載

西元前2400年，埃及大臣Ptah-hotep留下智慧格言，來教導特殊階級實踐倫理方

法，以成就美好的人生（Encyclopedia Britannica, 1959: 683-684; Birren & Fisher, 

1990: 318；引自楊世英，2008：188）。因此透過人類智慧，可以使人生更美好。

而教師的智慧之所以重要，因為教師身份的特殊性。教師藉著圓熟智慧，表現

在其身教、言教、境教等潛在教育上，所以研究其智慧，成為本研究的動機。

為了探討教師智慧與幸福感的相關性。本節先說明智慧的意義內涵，再探討智

慧的相關理論，接著敘述智慧的相關測量，最後說明智慧的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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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智慧的意義 

智慧研究在過去十幾年來被廣泛的研究與討論，但是由於智慧難以定義，

且各家論點對智慧的構面看法不同，所以至今沒有一個統一的定義。不論從哲

學、宗教、心理學角度來看智慧，或是從東西方角度來看智慧，雖然沒有一個

統一的定義，但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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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字典上智慧的意義 

柯林斯英語字典 (Collins Dictionary of EnglishLanguage) 定義智慧：「一種

思考與應用知識、經驗、理解、常識與洞悉的能力或結果」和「累積的知識、

博學或啟蒙」（arvis, 2001；引自劉靜軒，2004：16)。由此可以看出，智慧包含

認知、反思的內在心智機制與外在行為表現。牛津英文字典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定義智慧(wisdom)是一種能正確判斷有關人生課題的能力(capacity 

of judging rightly in matters relating to life and conduct)、具有高深奧秘的知識

knowledge (esp.of a high or abstruse kind)(The Oxford Englishdictionary, 1989: 

421-422；楊世英，2008)。而韋氏字典(Webster’s New Twentieth Century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也界定智慧具有良好判斷能力，能辦別真偽、對錯以及

是否合適 (朱倩儀，2003）。字典上對智慧的含意多偏重認知、反思、經驗表現，

而不重視的智慧情意（情感）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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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所學的知識這三個層面。 

（二） 哲學上智慧的意義 

希臘三哲中的蘇格拉底、柏拉圖及亞里斯多德對智慧皆有明確的探討與論

述，智慧也被界定成在領悟真理過程中的產物。蘇格拉底在面對審判時曾描述

他為了追求智慧而到處明查暗訪，進而瞭解智慧是「知道自己有不知之處」

（McKee & Barber, 1999；引自楊世英，2008：188）。Ronald Gross提出蘇格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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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的智慧有認識自己（意識到自我的存在self-consciousness、找出核心價值、自

我反省、用愛挑剔的智能去判斷、作對的事）、提出重要問題（判斷力）、獨

立思考、挑戰傳統（質疑假設-重臨洞穴把自己解放出來、追根究底）、與朋友

一起成長、說真話、強化心靈（深入內心去尋找真實、自覺和自我創造力）（Ronald 

Gross、蔡信行譯，2005）。柏拉圖認為人必須透過理性思辨(reason)來理解抽象

永恆形式(form)，而且人只有在理解形式後才能臻於至善(the good)的境界

(Kaufmann & Baird,1994；楊世英，2008)。 所以一個有智慧的人能用理性來了

解抽象的真理，也能判斷論證的真偽。 

亞里斯多德將智慧分成理論智慧 (philosophical wisdom)與實用智慧

(practical wisdom，或作phronesis)，理論智慧使人能尋求真理的接近，而實用智

慧則包含了運用適當的常識來衡量情境，並透過適當的抉擇來增進人世間的共

善（Clayton & Birren, 1980；引自楊世英，2008：189）。亞里斯多德將智慧運

用在事務上，並強調智慧的運用，是兼顧理論與實用智慧的學者。 

到了文藝復興時代，笛卡爾(Descartes)提出了「普世智慧」（universal wisdom）

的概念，在《Rules for the Direction of the Mind》書中第一條思辨規則：「科學

的整體就是智慧，其本質亙古不變。即使應用到不同的學科上，它也不會有絲

毫的改變……。科學的價值不在其本身，而在其對人類普世智慧的貢獻，因此

心智運作的第一條規則即為應運用心智來追求符合真理與明智的判斷（譯自

Cottingham, Stoothoff, & Murdoch,1985: 9-10；引自楊世英，2008：190）。」可

見笛卡爾也強調智慧是能做出明智的判斷。在笛卡爾的身心二元論中，智慧是

屬於普遍而抽象之心智範疇的產物，雖具有駕馭情感的功能，但智慧並不參雜

情感的成分（Descartes, 1649/1989；楊世英，2008）。由蘇格拉底的不知、柏拉

圖的抽象形式、亞理斯多德對理論智慧的偏重、笛卡爾的普世智慧等西方重要

思的傳統，可以看出其智慧是叫偏重認知、判斷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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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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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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宗教上智慧的意義 

佛教智慧叫做「般若」，它是梵文prajna的音譯，佛教所認為的智慧，是對

宇宙人生的洞察與認識，也就是對自我和我們所生存的這個世界的洞察﹐所以

它可以使我們得到解脫，獲得涅槃（廣興，2009）。根據《大智度論》解釋，

般若的意思是「無上智慧」、「無比智慧」、「聖深智慧」。它是通過修習八

正道，六波羅密等，而顯現之真實智慧，也是修習四禪八定而得來的直覺的智

慧，明照法界，洞達真理的智慧（廣興，2009）。所以從這個義意上講，佛教

所講的戒定慧三學，三學是一體的，戒學中有定學與慧學，定學中有戒學與慧

學，慧學中又有戒學與定學。就拿戒學來說吧，當我們修學戒的時候，不能以

散亂心去學，要一心一意地去學才有所成，這就包括了定學；在學戒持戒的時

候，我們又不能生搬硬套，要靈活地去學，要有智慧，這就包括了慧學（廣興，

2009）。證嚴法師：「慈悲不生敵人，智慧不起煩惱。」由佛教的說法，智慧

可以洞達真理，當你超脫一切世俗之後，自然就沒有煩惱，所以此論點可以支

持有智慧的人，可能較有幸福感。 

基督教在舊約聖經中箴言九章10節，智慧是如此定義：「敬畏神是智慧的

開端。」（The fear of the Lord is the beginning of wisdom.）（國際聖經協會，1997）

智慧被認為只有超越凡人、永恆亙古存在的神才能擁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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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古斯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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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all human pursuits, the 

pursuit of wisdom is the most perfect, the most sublime, the most useful, and the 

most agreeable, 引自Gardner,1983:6；引自楊世英，2008：190）。 

（四） 心理學上智慧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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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心理學的研究方法，較能更精細地測量出智慧概念較為穩定，且被多

數人所認定的部分。智慧最早在1970 年代以前，艾瑞克森的心理社會發展理

論，提到個體在成功地解決一生發展危機之後，會產生智慧，也就是人生發展

到最後階段所產生的自我強度 (egostrength) (Erikson, 1968) 。 Baltes 、

Dittmann-Kohli與Dixon認為智慧是高齡者不會隨著時間凋零的少數認知能力之

一(Baltes, Dittmann-Kohli, & Dixon, 1984)。此後，智慧被認為是發展心理學與認

知心理學可以研究的議題而漸受矚目。到1990年代後期，智慧的議題又因正向

心理學 (positive psychology)興起，而更受研究者的提倡與重視 (Baltes & 

Staudinger, 2000)。 

各家學者對智慧的定義可分為內在心智機制、外在行為表現與結果影響。

其中內在心智機制包含了認知過程系統、專家系統知識、反思、情意，外在行

為表現則包含了智慧平衡論中的利益平衡、環境平衡等多方面的平衡與豐富多

樣的經驗，而結果與影響則是指最後能達到共善（公共利益）。以下分別敘述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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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其人所不知，能從已知的事實現象中探求真理。就智慧為一認知過程

系統中的反思而言，Arlin (19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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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lin將智慧由後設認知界定更加清楚為反思與判斷的基本

認知過程。Ardelt的研究當中，多數過於強調知識對智慧的影響，而忽略了智慧

中有關情感的要素。 

就智慧為一專家系統知識而言，Baltes和Smith認為智慧是一種專家系統知

識，包括如何規劃生活或是檢視生命，並且具有適當良好的判斷力來處理生命

中不確定但重要的課題，因此需要豐富的與日常生活有關之豐富的事實性知

識、與生命問題有關的程式性知識、生命全期情境論、相對主義與不確定性等

知識，智慧是人類發展的一個理想的終點站，透過高度發展的專家知識系統而

表現出來 (Birren ＆ Smith, 1990)。Baltes和Smith智慧是一種專門性的知識，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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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需具備有良好的判斷力。而Meacham主張智慧的本質要素是維持對知識保持

奇、存疑的態度，而且努力去追求事物更深層的意義(Yang, 2000)。Kekes與

Meacham相信智慧是可以透過練習判斷決策或對知識保持存疑的態度，追求而

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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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的高層次

發展與認知技巧是智慧的要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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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似乎會隨著

經驗的增加而增長，但不必然是隨著年齡而增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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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智慧平衡理論，以實用智能作為理論基礎，重視有效

解決實際問題的能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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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平衡理論平衡將智慧本身視為是介於個體與環境條件的互動，並且

影響人與環境條件的相互作用結果，即強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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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ayton與Birren將智慧整合為認知、反思、情感，帶領往後的學者對智慧抱

持多元性的觀點。學者Ardelt (2003)表示「Clayton 與Birren 對智慧所提出的界

定：智慧是個體認知(cognitive)、反思(reflective)、情感(affective)的綜合體」，

這展現出古代與現代對智慧描述之可共處性與可相容性（劉靜軒，2004）。Ardelt 

(2003)定義智慧為認知(cognitive)、反思(reflective)、情感(affective)三項度個人特

質論(a three dimensional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認知是指對生命（生活）的

領會和了解辨別真理知識的能力；反思是指能從多元觀點事件看待現象與對事

件的認識感覺(perception)；情感是對他人同情(sympathetic)和慈悲的愛。 

就平衡而言，則包含Orwoll與Perlmutter (1990)情感認知、親密關係與社會

關懷平衡，Birren與Fisher (1990)也認為智慧是整合人類能力中情意、意動與認

知的平衡，Sternberg提出智慧平衡理論也強調問題決策的考量能平衡各方利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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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達到公益（共善）之目標。就經驗表現而言，Kekes相信智慧是行動的指引，

而且智慧是在行動與決策判斷中練習培養而來的(Yang, 2000)。 

Webster(2003)發展建構智慧，其層面包括有經驗(Experience)、情感的控制

(Emotions)、反思回憶(Reminiscence)、開放（心胸寬大）(Openness)、幽默感的

使用(Humor)等五個構面， 

本研究以Webster(2003) 經驗(Experience)、情感的控制(Emotions)、反思回

憶(Reminiscence)、開放（心胸寬大）(Openness)、幽默感的使用(Humor)等五個

構面為主，增加了先知先覺、知行合一、利益平衡等構面。研究者將智慧視為

一種內在心智機制、外在行為表現與結果影響歷程，智慧包含了先知先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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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以

這八個層面作為本研究智慧之評量。先知先覺包含了Ardelt (2003)認知；反思則

是Ardelt (2003)與Webster(2003)的反思構面；情感調節、幽默、開放、豐富多樣

的經驗則為Webster(2003)的構面；知行合一取自傳統儒家王陽明的看法，重視

認知與實踐的結合；而利益的平衡則取自Sternberg的智慧平衡論。 

歸納諸位學者的界定後，提出本研究對智慧之定義。本研究所指稱的智慧，

本研究所指稱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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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程。智慧內涵是包括一種有關人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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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定義，智慧可分為

八個層面：先知先覺、反思、情感調節、開放、幽默、情感調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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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說明其意涵： 

先知先覺： Clayton、Birren (1980)和 Ardelt (2003)將認知定義為對生命(生

活)的領會和了解辨別真理知識的能力。不僅對已有真理或事實意義的理解，特

別還挖掘理解內心和人際關係問題等更深層現象事件的涵義。而本研究將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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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覺定義為：對生命(生活)領會、事務的認識和了解辨別真理知識的能力早於

一般人。先知先覺是能洞燭機先、正確研判，光是靠想像，就能正確地預測結

果。不僅對已有真理或事實意義的理解，特別還挖掘理解內心和人際關係問題

等更深層現象事件的涵義。先知先覺出自於《孟子·萬章上》：「天之生此民也，

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孫中山：將人分三類為先知先覺、後知後

覺、不知不覺。 

反思：反思是指對於自己過去有關的經驗的檢視與思考；透過記憶維持自

我認同（自我概念一致），並連結過去、現在，和獲得觀點；使用自我回憶記錄

（日記）當作一種處理策略(Webster, 2007)。要求反省、意識到自我的存在

(self-consciousness) (Clayton ＆ Birren, 1980 ; Ardelt, 2003)。反思的內涵包含了

意識到自我的存在 (self-consciousness)、自我反省。意識到自我的存在

（self-consciousness）是指個體接受真理與接受人性的光明面和黑暗面，如內在

知識的限制（對自己無知的瞭解、生命的不可預測與不確定性等）（Clayton ＆

Birren, 1980；Ardelt, 2003 )。自我反省則是指個體透過自我省察與自我監控，

以追求完善境界。本研究反思是指對於自己過去或目前有關的經驗的檢視與思

考。 

情感調節：情感調節是指一種覺察微妙和複雜情緒的能力，對正面、反面

的情感狀態抱持接納的態度(Webster, 2007)。所以本研究將情感調節界定為接納

正反面情感、覺察自己微妙複雜情緒的能力，並能調整、管理自己情緒狀態的

能力。 

開放：開放是指以寬廣的心胸，去接納意見、價值觀與人生體驗，尤其是

那些和我不同的想法、價值觀與人生體驗（經驗）；願意去體驗新奇的覺察自己

微妙複雜經驗（新奇的事物）；能從多元觀點去看待（欣賞、賞識）可能有爭議

的事件；包容其他人的意見(Webster, 2007)。 

幽默：幽默是指能夠區別諷刺與幽默感之差別，特別是自我輕視（自嘲式

的幽默感），讓別人覺得自在的能力，或是使用幽默感當作一種成熟處理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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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ster, 2007)。測量項目有：我可以自娛娛人、別人很容易讓我展開笑顏、能

對自己的難堪一笑置之。 

豐富多樣的經驗：豐富、多樣的經驗是指自己曾經歷過許多多元化的體驗

與歷練，特別是那些困難的人生抉擇；處理人生重要的轉捩點；人性黑暗面的

顯露（不誠實不正直、偽善虛偽）(Webster, 2007)。 

知行合一：知行合一是指個體在內在心智機制中所認知且願意表現在外在

行為，透過行為表現出智慧。王守仁說：「知是行的主意，行是知的工夫；知是

行之始，行是知之成。」而智慧唯有表現在行為上，才是真正的智慧。 

利益平衡：利益平衡是指個體在人與人之間利益的平衡，利益的平衡包含

三個面向：個人內在利益（個人利益與自己利益的平衡）、人際間利益（個人利

益與他人利益的平衡）、外在團體環境利益（個人利益與團體利益的平衡）三者

之間的平衡，而外在環境利益包括一個組織，一個社會或是國家，乃至於全世

界。 

 

二、智慧的理論基礎與內涵 

學者們對智慧持有不同的定義，也發展出自己的一套理論與方法來研究智

慧。綜覽智慧的相關文獻後，可將智慧的研究歸納為哲學思想、隱性理論(implicit 

theories)與顯性理論(explicit theories)三種途徑，智慧的內涵也由三種研究途徑窺

之。以下分別說明智慧的哲學基礎、智慧的隱性理論(implicit theories)與智慧的

顯性理論(explicit theories)。隱性理論是指一般民眾或專業人士在日常生活中對

智慧所持的非正式理論（楊世英，2008）。也就是以大眾對於智慧的觀點為基礎，

來探討一般人對於智慧特徵的理解或心理表徵；而顯性理論則是由科學家、心

理學者等專家理論研究者透過科學知識所提出，並經由科學方式驗證的正式理

論（楊世英，2008）。 

（一） 智慧的哲學基礎 

在人類歷史的時間序流裡，哲學家與宗教家對智慧的探討已經有幾千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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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史。從古代希臘時期，當時就已有希臘三哲蘇格拉底、柏拉圖、亞里斯多德

討論智慧。蘇格拉底在面對審判時曾描述他為了追求智慧而到處明查暗訪，進

而瞭解智慧是「知道自己有不知之處」（McKee & Barber, 1999；楊世英，2008）。

柏拉圖他和學生的晤談中，可看出其以三種觀點來說明智慧，分別是：智慧是

瞭解事物本質與支配其行為原則者所表現出的科學性知識；智慧是立法者與演

講者所展現的實用智慧；智慧是哲學思想家與一般民眾所追求真理的結晶（劉

靜軒，2004）。智慧對柏拉圖而言就是理性思辨的產物，一個有智慧的人不但能

以基本邏輯論證來理解真理，也能清楚地判斷某些論點的前提假設是否符合真

理（Labouvie-Vief,1990；楊世英，2008）。亞里斯多德提出兩種形式的智慧，分

別為理論智慧 (philosophical wisdom)與實用智慧 (practical wisdom，或作

phronesis)，理論智慧使人能尋求接近真理的基本原理，而實用智慧則包含了運

用適當的常識來衡量現在的情境，並透過適當的抉擇來增進人世間的共善

（Clayton & Birren, 1980；楊世英，2008）。而後中古世紀充斥著宗教信仰教派

的勢力，此時，智慧被認為神所賜予的力量，是能夠超越事物的表象而瞭解其

背後永恆的真理。奧古斯丁(St. Augustine)認為智慧是個體運用其能力在良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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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dner,1983:6；楊世英，2008)。

到了文藝復興時期，因為受科學進步的影響，而相信絕對真相的存在，此時人

們視認為智慧是一種工具性知識，用來指引人們適應日益變遷的社會（朱倩儀，

2003）。東方智慧可以表徵於適應性、正直、公正、敏感性、理解力、悲憫同情、

利他主義以及在精神理智狀態的平衡(Coleman＆O’Hanlon, 2004；劉靜軒，

2004 )。西方傳統的智慧係強調智慧的認知、分析層面；而東方傳統智慧則偏向

智慧的先知先覺中、反思、悲憫同情、知行合一等成分的整合觀點。 

（二） 智慧的隱性理論 

隱性理論是以大眾對於智慧的觀點為基礎，探討在日常生活中對智慧的特

徵或理解所持的非正式理論（楊世英，2008）。隱性理論的研究目標是發現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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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於大眾間非正式理論的形式與內容，力圖重構已經存在的概念，而非構造

新理論。隱性理論的研究途徑多採相關分析或迴歸分析的統計方式，從一般民

眾對於智慧的看法中抽取出智慧組成要素與相關響因素，用以了解智慧的內涵

（朱倩儀，2003；陳明蕾，2004；劉靜軒，2004）。 

較早的智慧隱性理論研究可以追塑到Vivian Claytony在1976年的報告，研究

者透過研究找到15項描述「智慧」特徵的詞語，如：經驗豐富的、直覺的、內

省的、溫和的、具幽默感等等，然後讓青年、中年和老年組被評價上述智慧詞

語特徵的相似程度，此研究結果發現智慧的兩個構面：情感的(affective)和反思

的(reflective)（湯玲莉，2003）。 

Clayton與Birren在1980年研究中提供一個字詞表，包括經驗豐富的、有直覺

力的、內省的、實用的、理解力、文雅的、感情的、智能、溫和的、博學的、

幽默感、機警敏銳的、聰明的、年長的與自我等15個與智慧描述有關的字，並

要求83位三種不同年齡層的受試者（31位年輕人、23位中年人、29位老年人）

以五點量表來填答這15個字詞彼此之間的相似程度，將所收集到的資料經由多

向度量尺法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產生三個層面：認知(cognitive)、(反

思)( reflective)以及情感(affective)（劉靜軒，2004）。 

Sternberg (1985)使用隱性理論的途徑進行有關美國人對智慧的概念、創造

力與智力的關係研究，研究結果發現智慧至少包括六個核心成份：推理能力(包

括能看透問題與情境的能力並且能夠解決)(reasoning ability)、睿智精明(描述一

個人能瞭解自己並推己及人的能力)(perspicacity)、從觀念理論與環境中學習的

能力(learning from ideas and environment) (如能從他人的錯誤中學習)、判斷力

(judgment)、靈活運用資訊的能力(expeditious use of information)以及洞察力

(sagacity)。 

另外，Holliday與Chandler(1986)採用protype analysis的方法，收集大量描述

智慧的字詞，並以150位年齡介於22至86歲的人為研究對象。他們採用主成分分

析法揭示出五個因子：卓越的理解力(exceptional understanding)、判斷和溝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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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judgement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一般能力(general competencies)、人際

能力(interpersonal skills)，以及社會謙遜(在社會互動中不過度介入）(social 

unobtrusiveness)觀點來界定智慧(Coleman＆O’Hanlon, 2004)。卓越的理解力、判

斷溝通技巧這兩個因素可解釋大部分的智慧概念，被認為是智慧的核心特徵。  

Staudinger讓102位受試者對131項有關智慧的特徵描述詞語做等級排列，並

透過因素分析得到智慧四個構面特徵：具備關於獲得智慧的特殊知識、具備關

於運用智慧的特殊知識、具備關於生活情境的特殊知識、具備優秀的人格與社

會功能（湯玲莉，2003）。具備獲得智慧的特殊知識是指理解人類存在的本質，

並試圖從自身的失誤中有所學習；具備關於運用智慧的特殊知識是指懂得給予

建議及保留建議的適當時機，而且在別人有生活困境時可以提供有效建議的

人；具備關於生活情境的特殊知識是指瞭解生活情境是不斷變化著的，個體在

優先順序上也會改變，而且能瞭解不同生活領域間可能會發生衝突；具備優秀

的人格和社會功能則是指是個好聽眾與善良的人（湯玲莉，2003）。 

在東方研究方面，Yang楊世英（2000）在Conceptions of Wisdom among 

Taiwanese Chinese研究中調查台灣人對於智慧概念的看法（智慧的表現是哪些行

為特徵、台灣人對於智慧與智力概念的看法是否有所不同）。研究一是以開放式

題目的問卷調查296位成人對智慧的行為特徵的看法，並將所資料收集歸類後，

得出100 種智慧的行為特徵；而在研究二是測得出智慧的內涵以及智慧與智力

之間的差異，主要以818位受試者為對象，其中616位受試者填答智慧量表，而

另外202位受試者填答智力量表，最後將資料進行因素分析，研究指出台灣人對

於智慧的界定有四個因素：能力與知識(competencies and knolwedge)、德行與仁

心(benevolence and compassion)、開放與淵博(openness andprofoundity)、謙虛與

謹慎(modesty and unobtrusiveness)。 

智慧的隱性理論研究主要是透過因素分析或多維尺度等方法，對智慧描述

進行分析。Sternberg (1985)用問卷形式向受試者蒐集有關智慧的描述語句，而

Chandlery與Holliday在1990的智慧研究中，從心理學與哲學的相關文獻中選取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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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語（引自湯玲莉，2003：28）。隱性理論是以人們自己本身的經驗為理論基礎，

要人們對發生在情境中的智慧概念和行為做描述，這可以發現到智慧的其他描

述或是不同文化國情對智慧概念的差異性。而且隱含理論是人們對發生在情境

中的智慧進行描述分析，因此具有一定的生態效度。Coleman與O’Hanlon (2004)

肯定隱性理論對於智慧的研究提供了一個有意義的取向。 

惟隱性理論的限制處是智慧本身與所謂大眾認為的智慧有差距存在，而且

其往往只能分析出智慧的內涵，與多數人對智慧一致的看法，但卻不一定正確。

因此在建構智慧的正當性與真實性，容易令人質疑。再者隱性理論給研究者提

供一個框架，而不是對智慧概念的解釋。隱性理論在探討智慧成分與相關影響

因素，卻無法就研究結果說明各種因素之間的關係。因此，後續的研究學者便

朝向發展一套智慧的內涵與理論或模式，就是顯性理論的研究途徑。 

（三）智慧的顯性理論 

顯性理論的一個核心目標是建構智慧的心理學理論，並在此一基礎上發展

一套操作化的研究程序，對智慧的相關知識和行為表達出來，以及智慧的影響

因素等進行評估(Baltes & Staudinger, 2000)。同時隱性理論也可以驗證隱性研究

既得的各種結論。歸納以往顯性理論研究，學者們大至以五個角度來探討智慧：

一是Erikson把智慧視為成年期人格發展出的結果；其次，Clayton、Holliday和 

Chandle把智慧視為是個人特質、多元特質或能力（楊世英，2008）；再者，新

皮亞傑學派(neo-Piagetian)把智慧看是後形式運思期(post-formal operation)或辯

證思維(dialectical thinking)；接著，柏林智慧派典將智慧視為一理解生活意義、

處理生活事務的生命實用知識的集合（楊世英，2008）；最後，Sternberg將智慧

視為生命中所展現的歷程(Sternberg, 2003)。 

1.智慧視為成年期人格發展的結果(Erikson, 1968; McAdams ＆de St.Aubin, 

1998) 

Erikson 心理與社會發展論中，認為「智慧」是人格發展到一定階段的自我

強度。Erikson 提出的發展階段是有賴於個體是否能成功解決一系列特定發展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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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心理危機，當個體步入老年所出現相互對立的危機是絕望(despair)與整合

(integration)。若達到整合就表示獲得智慧。智慧被 Erikson 描述為面對死亡時對

生命所展現出深切且又抽離的關懷（引自楊世英，2008：196）。 

2.智慧是個人特質、多元特質或能力(Clayton,1982 ; Holliday ＆ Chandler,1986) 

智慧為個體的能力或是人格特質。例如：Clayton 強調智慧是一種對人性

中變化萬千又時有矛盾的特性有所掌握之能力，Holliday 與 Chandler 在針對加

拿大人進行調查之後，主張「智慧」是個體統整了 Habermas 所提出的技術、實

用、解放等知識旨趣而表現出的才幹；Meacham 則認為「智慧」是個體平衡了

「知」與「疑」(knowing and doubting)之後所發展出的一種成熟的態度（引自

楊世英，2008：196）。Ardelt(2003)則認為智慧是一種整合「認知」、「反思」與

「情感」等面向所得的人格特質。 

3.新皮亞傑學派(neo-Piagetian)把智慧看是後形式運思期(post-formal 

operation）或辯證思維(dialectical thinking)(Alexander ＆ Langer,1990; 

Labouvie-Vief,1990) 

一些受皮亞傑認知發展理論影響的心理學家將智慧視為個體認知發展到一

定階段而出現的後形式運思(postformal-operational thinking)中所產生更高層次

認知結構。其中，Arlin 主張智慧是能讓個體發現問題的認知結構，因此智慧與

個體發現問題的能力有關，而 Clayton、Birren 和 Kramer 也認為智慧的產生必

須要以辯證式的思考或是相對性思考作為基礎（楊世英，2008）。也就是說，

有智慧的人懂得整合各方的觀點，透過複雜的思考歷程，進而得到深層領悟。

在思考上，不僅能整合內在的各種信念、動機、情緒，同時還能因應多元價值

標準、外在環境做出良好的判斷(Labouvie-Vief, 2000 ; Baltes & Staudinger, 2000; 

Baltes & Kunzmann, 2004；楊世英，2008)。 

4.柏林智慧派典將智慧視為一理解生活意義、處理生活事務的生命實用知識的

集合(Baltes & Smith, 1990; Baltes & Kunzmann, 2004) 

智慧是人類文化所有有關生命實用知識的集合 Baltes 和他的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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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nzmann 主張「智慧」是成人晚期可能發展出的認知功能，他們認為智慧是人

類文化中所有有關生命的重要實用知識(knowledge of the fundamental pragmatics 

of life)的集合，人們所擁有的智慧往往只是這個大的集合體的一小部分(Baltes & 

Kunzmann, 2004 ;引自楊世英，2008：197)。所以，智慧是一種處理生活事務的

生命實用知識的集合。對個體而言，智慧是運用晶體智力來學習這些知識，將

之運用生活規劃、生活管理與人生回顧上。他們除了擁有過人的事實與程式的

知識之外，在面對事情時，有智慧的人也會自然地考慮到生命本身的多變性，

進而以相對性的價值觀(relativism)來做決定或下判斷(Baltes & Staudinger, 2000;

楊世英，2008)。 

5.Sternberg 將智慧視為生命中所展現的歷程(Sternberg,2003;楊世英，2008） 

上述的各家理論對智慧的定義多著重於個體的人格特質、自我強度、認知

結構或知識上。然而，有一些學者對智慧提出較為廣泛的定義，認為智慧這個

概念所包含的範疇並不限於個體內，而是一連串在現實生活中所展現的歷程。

這些學者認為，整個智慧的歷程還包含了將思維付諸實現的行動，以及其後所

帶來的影響(Sternberg, 2003; 楊世英，2008)。Sternberg(2003)的智慧平衡理論(A 

BalanceTheory of Wisdom)，將智慧定義為個體運用實用智能(practical intelligence)

與創意 (creativity)，在個體內 (intrapersonal)、個體間 (interpersonal)及個體外

(extrapersonal)的利益（interests)中，取得平衡後所達成的共善(common good)。

雖然 Sternberg 的理論對智慧的描述同時包含個體內的能力、個體利益的平衡、

環境適應選擇塑造三者之間的平衡，但是其理論的重點是強調個體如何運用其

能力、價值觀來展現智慧。在最近相關著作中，智慧往往和智力、創造力等相

提並論，Sternberg(2003)區分了智慧、智力、創造力的差別，並認為智慧理論是

將智慧界定於個人認知能力和其所發揮影響之間的一個理論。從這個角度來

看，智慧似乎是在現實生活中展現的一系列發揮正向影響力的歷程。智慧這個

歷程是否能真正地在真實世界中產生，往往必須靠個體本身，以及其他承受個

體行為後果的相關人士來共同斷定（楊世英，2008）。西方的智慧理論多在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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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時，即使提及行動，也往往將思考與行動做出區隔並分開討論 (JPSP 

Review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2006/5/12；楊世英，2008)。但 Sternberg(2003)

認為智慧的歷程還包含了將思維付諸實現的行動。因此本研究增加了外在行為

表現中的幽默、豐富多樣經驗、知行合一、利益平衡。智慧是一種生命所展現

的歷程，包含個體內在心智機制、外在行為表現、結果影響。個體內在心智機

制包含了先知先覺、反思、情感調節、開放，外在行動具體實踐則包含了豐富

多樣經驗、知行合一、利益平衡。至於環境平衡是指個體反應與環境之適應、

塑造、選擇之間的平衡(Sternberg ,1986)，這三種對環境的反應方式，沒有何者

是最佳的決策方式，端看所處情境來做出最適切的決定，故不列在智慧量表裡；

而 Sternberg(2000)認為心理學家的任務不是要詳細說明什麼是共善，這主要是

哲學和宗教所研究的內容。而且由自陳量表說出自己有共善影響是不客觀的，

所以智慧量表不列入共善層面。本研究以由下頁表 2-1 智慧內涵對應表可以看

出學者所提出智慧面向與本研究智慧層面間的對應。 

挑選反思、先知先覺、情感調節、開放、幽默、知行合一、豐富多樣的經

驗、利益平衡這八個作為智慧的核心意涵，主要是為了結合中西方對智慧的看

法。結合西方Webster(2003) 經驗、情感調節、反思、開放、幽默感五個構面為

主，增加了Sternberg的利益平衡，最後再增加東方的智慧的先知先覺、知行合

一。之所以沒有採用揚世英能力與知識、德行與仁心、開放與淵博、謙虛與謹

慎是因為開放與淵博包含在開放與豐富多樣經驗，能力與知識包含在先知先

覺，而對於東方智慧而言，先知先覺、知行合一比德行與仁心、謙虛與謹慎更

能代表智慧的意涵，這可以從第三章圖3-3智慧量表之因素負荷量圖看出，先知

先覺因素負荷量為0.92、知行合一因素負荷量為0.97。平衡理論將智慧視為介於

個體與環境條件互動，並且影響人與環境條件的相互作用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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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個體在反思、先知

先覺、情感調節、開放等內在心智機制與幽默、知行合一、豐富多樣的經驗、

利益平衡等外在行動表現彼此間互動，最後在利益平衡、知行合一上達到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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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智慧的內涵對應表 
個體內在心智機制 外在行動具體實踐 結果

影響
智慧內涵（十個層面） 

 

 

 

作者及其智慧內涵主張 

先

知

先

覺

反

思

情

感

調

節

開

放

開

明

幽

默

 

 
 

知

行

合

一

豐

富

多

樣

的

經

驗 

利

益

平

衡 
 

環

境

平

衡 
 

共善

超凡的理解力 ˇ          

判斷與溝通的技巧  ˇ         

一般能力      ˇ ˇ    

人際關係的技巧       ˇ    

Chandler

＆

Holliday 
社會審慎的能力  ˇ         

認知 ˇ          

反思  ˇ         
Ardelt 

(2003) 情感   ˇ       
 

推理能力 ˇ          

睿智精明 ˇ          

從觀念與環境中學習的

能力 
ˇ ˇ         

判斷力 ˇ ˇ         

運用資訊的能力 ˇ          

洞察力 ˇ    ˇ      

在個體內、個體間及個體

外利益中，取得平衡 
       ˇ   

環境適應選擇塑造三者

間的平衡 
    ˇ    ˇ  

Sternberg 

(2003) 

平衡後所達成的共善          ˇ 

能力與知識 ˇ     ˇ     

德行與仁心        ˇ ˇ ˇ 

開放與淵博    ˇ   ˇ    

Yang 

（2000） 
謙虛與謹慎  ˇ         

事實性的知識 (對於人

生根本問題有關的知識)
ˇ          

程式性知識 (形成解決

問題策略) 
ˇ          

生命全期情境論 (有關

生命的脈絡情境與其發

展的特徵的知識) 

ˇ          

價值相對性主義 (瞭解

不同價值、目標差異與變

化) 

    ˇ   ˇ ˇ  

Baltes＆

Smith 

(1990) 

不確定性 (對生命中不

確定的瞭解及處理方法)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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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智慧的內涵對應表（續） 
個體內在心智機制 外在行動具體實踐 結

果

影

響

智慧內涵（十個層面） 

 

 

 

 

 

作者及其智慧內涵主張 

先

知

先

覺

反

思

情

感

調

節

開

放

開

明

幽

默

 

 
 

知

行

合

一

豐

富

多

樣

的

經

驗 

利

益

平

衡 
 

環

境

平

衡 
 

共

善

對生命發展與其相關事

務有獨到的洞察力 
 ˇ   ˇ      

對於困難的人生問題具

有判斷力 
ˇ          

Coleman

＆

O’Hanlon 

(2004) 
具有提供忠告與評論的

能力 
 ˇ    ˇ     

經驗（多元豐富經驗）       ˇ    

回憶反思  ˇ         

情感調節   ˇ  ˇ      

開放    ˇ       

Webster 

(2007) 

幽默感     ˇ      

註：「ˇ」表示符合之情形。 

 

 

貳、智慧的測量與相關研究 

一、智慧的測量 

研究學者在定義智慧或者界定智慧構成要素時，看法多有所類似。在以問

卷為基礎的測量研究取向方面，自我評定智慧量表(Self-assessed wisdom scale, 

SAWS)，係由 Webster(2007)發展建構，其層面包括有經驗(Experience)、情感的

控制(Emotions)、反思回憶(Reminiscence)、開放（心胸寬大）(Openness)、幽默

感的使用(Humor)等五個構面，並由以上這些層面所得的總分作為智慧測量的總

分數。SAWS 的研究對象為 18、20 歲至 70、80 歲的成年人，要求參與者指出

對於每一題的同意程度，以李克特式六點量表評定（1 表相當不同意，6 表相當

同意)，SAWS 內在信度分數界於 0.78 至 0.87 (Webster,2003)。 

Webster(2007)經驗是指豐富、多樣的經驗，特別是那些困難的人生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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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理重要的轉捩點；感情（情感）(Emotions) 是指適當的調節情感、一種覺察

微妙和複雜求情緒的能力、對正面、反面的情感狀態抱持接納與開放的態度；

回憶反思(Reminiscence)是指反思，尤其那種反思是有關自己過去的經驗、透過

記憶連結過去、現在，並使用自我回憶記錄（日記）當作一種處理策略；開放

（心胸寬大）(Openness)是指以開放的心胸，去接納意見、價值觀與人生體驗，

尤其是那些和我不同的想法、價值觀與人生體驗（經驗），願意去體驗新奇的經

驗（新奇的事物），能從多元觀點去看待（欣賞、賞識）可能有爭議的事件；幽

默(Humor)是指能夠區別諷刺與幽默感之差別，特別是自我輕視（自嘲式的幽默

感），讓別人覺得自在的能力，或是使用幽默感當作一種成熟處理策略。測量項

目有：我可以自娛娛人、別人很容易讓我展開笑顏、能對自己的難堪一笑置之。 

另外一個評量工具是由學者 Ardelt(2003)所發展出的三元智慧量表

(Three-dimensional wisdom scale, 3D-WS)。該研究係建基於 Clayton 與 Birren 

(1980)的研究所發展出的量表。3D-WS 包含測量智慧的認知、情意與反思層面

的三個分量表，三個分量表的內在一致性信度為 0.71 至 0.85 之間，而且分量表

之間彼此有顯著的相關(Ardelt, 2003)。此量表以 180 位年齡在 52 至 81 歲的美

國人為受試者，她企圖以量化與質性訪談等資料發展出適用於中年人與高齡者

的智慧測量工具(Ardelt, 2003)。Ardelt (2003)定義智慧為認知(cognitive)、反思

(reflective)、情感(affective)三項度個人特質論(a three dimensional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認知是指追求真理或了解事實的能力，包括對自己無知的瞭解、

對已有真理或事實的再發現，並挖掘它們更深層的意義。反思是指當面對事件

時能用一定的時間對該事件的各方面進行考察，然後作出反應，而不是對事件

作出單純直線性反應。情感成分指那些有利於與他人相處的情感與行為特質。

Ardelt 用三個方面的生活滿意感來反映幸福度，包括生活各方面的滿意感，總

體滿意感和期望目標的實現程度。根據他的研究結果，幸福在很大程度上是預

先決定了的，因為智慧是人格與生活經歷的結晶，不因一時一地客觀環境的改

變而改變。Ardelt 認為智慧可以代表這些作用，智慧綜合體現了人格特徵和生



- 34 - 

活經歷對 SWB 的作用。他的研究結果表明，智慧對生活滿意感有著深刻的影

響。惟此樣本量 120 較小，因此在參考時需注意增加樣本量。以下分別敘述其

定義與操作型定義如下表 2-2。 

表 2-2  Ardelt (2003)定義智慧的概念性定義與操作型定義 

構面 定義 操作型定義 

認 知
(cognitive) 

認知是指對生命(生活)的領會和
了解辨別真理知識的能力。不僅
對已有真理或事實意義的理解，
特別還挖掘理解內心和人際關係
問題等更深層現象事件的涵義。
認知包括了真理與接受人性的本
善和本惡。如內在知識的限制（對
自己無知的瞭解、生命的不可預
測與不確定性等）。 

應該測量的項目或得分 
 願意透徹的瞭解狀況或
現象 

 有關於人性本善和本惡
的認知（knowledge of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aspects of human nature）

 承認生命中的不明確與
不確定 

 儘管生命的不可預測與
不確定性，都能有做重要
決定的能力 

反 思
(reflective) 

反思是指能從多元觀點事件看待
現 象 與 對 事 件 的 認 識 感 覺
（perception）。要求反省、自知
與自我洞察。 

應該測量的項目或得分 
 從不同的角度觀點考察
現象和事情 

 主觀和投射的缺乏，主觀
和投射是指從個體自己
的情況或感受，傾向去指
責其他人或機遇(命運) 

情 感
(affective) 

對他人同情（sympathetic）和慈
悲的愛。 

應該測量的項目或得分 
 對他人所抱持正向積極
的情感與行為：有利於與
他人相處的情感與行為
特質 

 對他人缺乏冷淡的、消極
負面的情感與行為 

資料來源：參考自 Clayton and Birren(1980) and Ardelt(1997, 2003) 

 

有一些研究者認為智慧的研究如此地複雜且多面向，因此認為以訪談為基

礎的方法較為適合。在以質性訪談為基礎的評量研究取向方面，在2002年

Montgomery、Barber與McKee的研究中，便使用現象學的理論架構，訪談6位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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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至88歲的老年人，訪談者嘗試鼓勵受訪者表示出自己的經驗。研究結果強調

與智慧有關的要素，包括知識、經驗與悲憫同情的關係  (Coleman＆ 

O’Hanlon,2004；引自劉靜軒，2004：26) 。 

綜上所述，有關智慧的評量中，以量化研究為為主所建構的測量問卷，目

前僅有Webster(2007)的自我評定智慧量表 (Self-assessed wisdom scale, SAWS) 

以及Ardelt(2003)所發展出的三元智慧量表 (Three-dimensional wisdom scale, 

3D-WS)。Webster(2007)的自我評定智慧量表的層面包含經驗、情感的控制、幽

默感的使用、反思與回憶、開放等五個層面，但自我評定智慧量表的研究對象

為18、20歲至70、80歲的成年人，而且智慧內涵較為具體、也較符合本研究、

也較符合本研究的需要，因此本研究採用Webster(2003)的自我評定智慧量表 

(Self-assessed wisdom scale, SAWS)來測量智慧，並增加中國人對智慧的看法：

先知先覺、知行合一，還有Sternberg(2003)所提出的利益平衡。 

智慧歷程中除了個體內在心智機制外，之所以增加外在行為具體實踐是因

為智慧是需要落實在生活中的。楊世英（2008）指出Kramer認為智慧的展現是

須要透過建設性的行動，Kekes則強調有智慧的人是在日常生活中做出智慧的事

情，Baltes在其智慧理論中也指出產生智慧的條件之一是與行動有關程序性知

識，而Sternberg(2003)智慧平衡理論中指出與智慧有關的行動通常以選擇環境、

適應環境與改變環境等形式來展現。上述這些國外學者的論點與中國傳統智慧

知行合一的實踐觀念，是研究者增加經驗表現構面的原因。 

 

二、德國柏林智慧學派對智慧的測量與研究 

柏林的「麥克斯普朗克人類發展與教育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forHuman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 以 P. B. Balte 為首的柏林智慧學派，指出

智慧的成份包含：對生命發展或事務有獨到的洞察力、對於困難人生問題具有

判斷力、具有提供忠告與評論的能力等（朱倩儀，2003）。柏林智慧學派主張，

智慧並不完全是是個人特質，經過時間的歷練所保留的知識也屬於智慧的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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疇。智者被視為對於人類發展有獨特的洞察力，而且在生命難題發生時，有良

好適當的判斷力與建議 (Coleman＆O’Hanlon, 2004)。Baltes 和 Smith 提出反映

智慧內容與過程的五大規準，也是柏林智慧學派用以評估分析受試者所擁有的

智慧程度之重要依據，包括有：事實性的知識（對於與人生問題有關之知識）；

程序性知識（能夠形成問題解決策略的一般與特殊知識）；生命全期情境論 （有

關生命的情境脈絡與發展特徵的知識）；價值相對性主義（瞭解不同價值、目標

的差異與變化）；不確定性（對生命中不確定的瞭解以及處理方法），實驗室研

究中，Baltes 以假設性任務，例如編造有關於處理生命事件與作生命決策的問

題情境「一個 14 歲的女孩懷孕了，她應該考慮什麼？該如何做？」研究者根

據上述智慧的五規準以七點量表來分析評量（朱倩儀，2003）。知識可能是智慧

的重要準則，但是這非全然的，所以柏林智慧學派 Baltes 對於智慧的定義太過

依賴專門知識，過於窄化人們對智慧本質的想法意見。因此本研究不採納此一

理論。 

 

三、智慧平衡論對智慧的測量與研究 

（一）智慧平衡理論意涵 

Sternberg(2000)的智慧平衡理論強調問題決策的考量能平衡各方利益以達

到公益之目標，其將智慧視為是個體與環境的互動相互作用結果，即強調智慧

是個體能找到一個介於個體內、個體間及外在環境的平衡狀態。智慧平衡理論

的平衡項目包含利益的平衡、對環境反應的平衡、價值觀（黃子宸、黃秀霜、

曾雅瑛，2007）：利益的平衡：利益的平衡包含三個面向，個體內在利益、個體

間利益、外在環境利益三者之間的平衡；環境適應、選擇、塑造的平衡：包含

對環境之適應、對環境之塑造、對環境之選擇；價值觀：在平衡的過程中，個

體價值觀扮演著協調利益與對環境的反應的角色，使其所做出的決策結果能夠

達到公益的目標。 

Sternberg 的智慧平衡理論能縱合個體內、個體間、個體外在環境，擴大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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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的範疇，智慧的平衡理論符合儒家的中庸之道，所以智慧量表增加了利益

平衡構面。又因為環境平衡端看情境而定沒有好壞之分，所以不列入量表裡。 

在閱讀智慧的相關研究發現，西方的智慧理論除了 Sternberg 的智慧理論之

外，多強調智慧存在於個體之內，而較少考慮智慧產生時的情境，以及智慧作

為所發揮的影響力等外在因素。由下圖 2-1 可以看出 Sternberg 智慧平衡論架構： 

 

 

 

 

 

 

 

 

 

 

 

 
 
 

圖2-1  Sternberg 智慧平衡論架構 

資料來源：Sternberg, 2000a: 638 

 

 

（二）智慧平衡理論的評量方式 

Sternberg針對智慧的評量方式，歸納出有五種方式：適應行為量表、解讀

非語言線索、內隱知識、日常生活情境、衝突解決（黃子宸、黃秀霜、曾雅瑛，

2007），以下分別敘述之： 

共善

適應

塑造 選擇 

外在

內在 人際

以內隱知識構成實用智能基礎 

價  

值  

觀 

對環境反應的平衡： 
包含對環境之適應、對環境
之選擇與對環境之塑造三者
間的平衡 

利益的平衡： 
利益的平衡包含個人內在利
益、人際間利益與外在環境
利益三者間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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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適應行為量表：Sternberg、Conway、Ketron和Bernstein編製一份自我評量的

智慧行為量表，以九點量表的方式來評分（黃子宸、黃秀霜、曾雅瑛，2007）。 

2.解讀非語言線索：解讀非語言線索的評量方式是提供圖片給受試者，請他們

從這些圖片中來辨別兩人的關係（Sternberg, 2000；洪蘭譯）。 

 3.內隱的知識：內隱知識是針對受試者的答題內容採多點計分來進行分析，主

要是測量受試者處理相關事務的能力（黃子宸、黃秀霜、曾雅瑛，2007）。 

4.日常生活的情境：受試者針對現有相關問題解決的方法，評定問題解決方法

層次的高低，較佳的答案是以個體與情境兩者間交互關係而定（黃子宸、黃

秀霜、曾雅瑛，2007）。 

5.衝突的解決：提供受試者私人關係、人際間與外在環境間三種利益衝突關係

的情境問題故事（黃子宸、黃秀霜、曾雅瑛，2007）。 

 

四、Kramer(1990)智慧模式(a model of wisdom) 

Kramer(1990)認為所有事物是動態的，個體透過情意發展（情感管理、自我

發展）與認知發展（相對性思考及辯證性思考），會產生智慧的相關功能，包括

個體的認知能力、知道生命情境脈絡、與他人有效交往互動的能力、對成長改

變的了解、意識到情感與認知能力，以達成解決問題、提供建議給他人、社會

性機構的管理、生命檢視、靈性反思等智慧五大功能，這些問題的解決有助培

能促進認知及情感發展，因而形成一個循環的發展歷程，如圖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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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Kramer(1990)智慧的模式 
資料來源：Kramer,1990: 282; Coleman and O’Hanlon ,2004: 59 

 

 

Kramer 主張認知與情感的發展可以彼此相互影響，致使產生與智慧有關的

技能或過程，而且智慧本身可以經由對別人的建議、參與反思以及經由生命中

的抉擇過程中顯露出來 (Coleman ＆ O’Hanlon, 2004)。Kramer(1990)提出智慧

的模式，智慧包含個體的情意發展與認知發展。 

Kramer(1990)智慧模式有機觀點看待智慧，並視其為動態循環歷程，是值

得讚許！Kramer 只在智慧的相關功能提到反思，若能在認知的發展加入反思要

素就更加完善。 Ardelt(2000)和 Webster(2003)皆認為只有藉由投入反思性思考

與智慧相關的歷程 
1． 認識個體 

2． 知道情境事件脈絡的能力 

3． 與他人有效交往互動的能力 

4． 對改變與成長的了解 

5． 對情感與認知的覺察 

智慧的相關功能 

1． 解決問題 

2． 提供建議給他人 

3． 社會性機構的管理 

4． 生命檢視 

5． 靈性反思

在個體生命中關於任務、危機、兩難問題與決策

情意的發展 

(情感的管理、自我發展、整合

有意識與無意識的思考過程) 

認知的發展 

(相對性與辯證性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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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從不同的角度檢視經驗與現象，智慧的認知和以知識為基礎的層面才得以發

生；透過反思的過程，人們變得不會以失真扭曲的觀感看事情，而且因此更能

增長真實的洞見。針對以知識為基礎的測量所補捉到的應是智力或者是高層次

的認知功能，不必然是智慧。 

 

五、智慧歷程模式 

作者根據楊世英（2008）將智慧分為統整、行動實踐與正面影響與 Sternberge

（2000）智慧平衡論中的個體內、個體間及外在環境的平衡狀態，最後達成共

善，將構面分為三部份：個體內在心智機制、外在行動具體實踐、行動結果與

影響。因而提出一個智慧歷程模式圖 2-3： 

 

 

 

 

 

 

圖 2-3  智慧歷程模式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繪製 

 

 

（一） 個體內在心智機制 

個體內在心智機制中包含了先知先覺、反思、情感調節、開放，先知先覺

是採用部份三向度智慧量表 3DWS 中認知(Ardelt, 2003)、孟子、孫中山對先知

先覺的看法與 Baltes ＆Smith 事實性知識與不確定知識而來。而反思是用

Webster(2007)對於自己過去有關的經驗的檢視與思考，透過記憶維持自我認同

（自我概念一致），並連結過去、現在，和獲得觀點；使用自我回憶記錄（日記）

個體內在心智機制 

先知先覺 

反思 

情感調節 

開放 

外在行動具體實踐 

幽默 

知行合一 

豐富多樣的經驗 

利益平衡 

環境平衡 

行動結果與影響 

共善 



- 41 - 

當作一種處理策略。情感調節與開放皆是用 Webster (2007)自我評定智慧量表

(Self-assessed wisdom scale, SAWS)中的定義情感調節是一種覺察微妙和複雜情

緒的能力，對正面、反面的情感狀態抱持接納與開放的態度；開放是指以寬廣

的心胸，去接納意見、價值觀與人生體驗，尤其是那些和我不同的想法、價值

觀與人生體驗（經驗）；願意去體驗新奇的經驗（新奇的事物）；能從多元觀點

去看待（欣賞、賞識）可能有爭議的事件；包容其他人的意見(Webster, 2007)。 

（二） 外在行動具體實踐 

外在行動具體實踐包含了幽默、知行合一、豐富多樣的經驗、利益平衡、

環境平衡。幽默是指能夠區別諷刺與幽默感之差別，特別是自我輕視（自嘲式

的幽默感），讓別人覺得自在的能力，或是使用幽默感當作一種成熟處理策略

(Webster, 2007)。知行合一是指認知與行為表現之間達到認知的實踐表現化，透

過行為表現出智慧的行為。豐富多樣的經驗是採用 Webster (2007)量表中的定

義，豐富多樣的經驗是那些困難的人生抉擇、重要轉捩點的處理、人性黑暗面

的顯露（不誠實不正直、偽善虛偽）。而利益平衡是採用 Sternberg (2000a)利益

平衡的定義，個體在人與人之間利益的平衡，利益的平衡包含三個面向，個人

內在利益、人際間利益、外在團體環境利益三者之間的平衡，而外在環境利益

包括一個組織，一個社會或是國家，乃至於全世界。環境平衡即個體反應與環

境之適應、塑造、選擇之間的平衡(Sternberg, 1986)。這三種對環境的反應方式，

沒有何者是最佳的決策方式，端看所處情境來做出最適切的決定 Sternberg 

(2000a)。由於適應環境、選擇環境、改變環境，只能分類、且沒有最佳決策方

式，所以本研究的量表中不納入環境平衡。 

（三） 行動結果與影響 

行動結果與影響則是指行為表現後所產生正面的影響結果，如：共善(the 

common good)。共善就是達到公共利益。Sternberg 認為心理學家的任務不是要

詳細說明公共利益是什麼,這主要是哲學和宗教所研究的內容，所以在智慧量表

為未列入共善，而且由自陳量表中評定自己有達到共善境界是不客觀的。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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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rnberg(2000a)他認為智慧與道德具有重疊部分，同時,智慧涵蓋的內容比道德

推理更寬廣,它應用於人類的任何問題。所以，作者增加行動結果與影響中的共

善作為智慧的歷程之一。 

 

參、智慧與社會人口變項的關係 

在閱覽有關智慧的相關研究後，研究者發現在探討影響智慧的相關因素之

研究中，較常被研究的社會人口變項包括性別、年齡以及教育程度，故本研究

即以性別、年齡與教育程度等社會人口變項納入作為探討，茲分述如下： 

一、性別 

Orwoll 與 Perlmutter (1990) 調查智慧與社會人口變項間的關係，以 20~90 

歲的成年人為研究對象，請受試者對於教育程度、性別與年齡等社會人口變項

與智慧的相關之意見，該研究顯示僅有 16%的受試者認為性別是影響智慧的因

素之一。另外，在理論模式方面，Orwoll 與 Achenbaum 於 1993 年提出智慧

整合模式，當中指出，個人對於智慧的追求會因生物特徵而異，性別的不同就

是一個重要變項。男性與女性在感覺、思考與行為上都有所不同，而反映在發

展上也表現出不同的過程與結果，男女兩性在所處的社會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

和面對的生活挑戰與機會都不同，因此性別因素會影響智慧的發展與表現 （朱

倩儀，2003）。有關性別與智慧關係的研究，多數研究結論或理論模式表示性別

與智慧有關，然亦有少部分研究發現智慧不因性別而有所差異。Webster(2007)

以 85 位 22~78 歲的成年人(39 位男性，46 位女性)為研究對象，以自我評定智

慧量表 (Self-assessed wisdom scale, SWAS)為研究工具，結果顯示性別與智慧

達.01 顯著相關，兩者呈正相關，女性的智慧顯著高於男性。。 

然而，也有研究指出性別與智慧之間並無關係，例如 Ardelt 在 1997 年對

120 位 58~82 歲的高齡者進行智慧與生活滿意度的研究，該研究以訪談法為主，

在智慧方面，訪談的題目係來抽取自自我評估量表(Egoratings scale) 與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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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sort 量表(California hundred-item Q-sortscale)，以九點量表評定並經統計分

析，研究結果指出，性別與智慧之間無顯著差異存在（劉靜軒，2004）。 

從上述可知，性別與智慧的關係尚未有定論，且皆為國外研究，而目前在

國內方面尚未有相關研究，復因研究方法、研究工具與研究對象之不同，而造

成不同的研究結果，因此有其探討之必要性，故本研究將性別與智慧的關係納

入作為探討。 

 

二、年齡 

探討年齡與智慧的相關的理論與研究，部分認為個體的年齡與智慧無關，

但另有部分的研究結果則持不同看法。P. B. Baltes 等人以 533 位年齡界於

20~89 歲的成年人為研究對象，比較他們在運作記憶與智慧測驗上的成績差

異，其結果顯示，運作記憶隨著年齡的增長呈現逐漸衰退的現象，在智慧方面，

則發現年齡的增長並不會導致智慧的增長發展（陳明蕾，2004）。Webster (2007) 

研究結果和 Baltes 等人的研究結果相同，以自我評定智慧量表 (Self-assessed 

wisdom scale, SWAS) 對 85 位 22~78 歲的成年人（39 位男性，46 位女性）進

行研究，研究結果顯示出年齡與智慧之間未達顯著相關，亦即智慧不會隨著年

齡的增長而增加。然而，Orwoll 與 Perlmutter 則持不同的看法，Orwoll 與

Perlmutter (1990) 以問卷的方式調查智慧與社會人口變項間的關係，以 20~90

歲的成年人為研究對象，請受試者對於教育程度、性別與年齡等社會人口變項

與智慧的相關之意見，該研究發現高達 78%的受試者認為年齡是影響智慧高低

的因素之一。此外，Baltes 等人於 1995 年的研究，係比較年輕人與高齡者在上

述智慧測驗得分在前 20%的比率時，便發現高齡者其智慧的比率明顯高於年輕

人 (陳明蕾，2004) 。 

從上述可知，年齡與智慧的關係尚未有定論，且皆為國外研究，目前國內

方面尚未有相關研究，復因上述研究的研究對象年齡層分布甚廣，未針對且未

針對教師作研究，故本研究即以教師為對象，並將依不同年齡層分類進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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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程度 

有關教育程度與智慧的相關研究，在實徵性的研究上的探討較少。另外有

研究就一般大眾表達對於教育程度與智慧的看法作調查，例如 Orwoll 和

Perlmutter (1990)即收集年齡介於 20~90 歲的成年人，請受試者就教育程度、性

別與年齡等社會人口變項，與智慧的相關之意見，該研究顯示有 68%的受試者

認為教育程度愈高的人，其智慧也愈高。在實證研究上，Webster (2007) 以 85 位

22~78 歲的成年人(39 位男性，46 位女性)為研究對象，以自我評定智慧量表 

(Self-assessed wisdomscale, SWAS)為研究工具，研究結果顯示出教育程度與智慧

之間未達顯著相關，亦即教育程度愈高，不表示智慧隨之增長。 

陳明蕾（2004）亦指出在實徵研究上，關於教育程度對智慧的影響，並未

有足夠的探討，需日後實徵性研究資料的討論，而且上述為西方研究，其研究

結果，可能因為東西文化之不同而有差別，因此本研究將教育程度納入探討範

圍內。 

綜觀上述的研究結果，相較於年齡的因素在柏林智慧學派的實徵性研究中

已有過探討，教育程度仍缺乏實徵性研究之探討，再者，性別因素與智慧表現

的關係，是否如 Orwoll 和 Perlmutter (1990)以及 Webster(2003)的研究發現一致，

這些基本的社會人口變項仍需實證性資料加以驗證。因此，本研究將以高齡者

之性別、年齡以及教育程度等社會人口變項，作為探討影響智慧的因素。 

 

 

第二節  幸福感的意涵、理論與相關研究 

壹、幸福感的意涵 

幾個世紀以來，倫理學、神學、政治學、經濟學和心理學大量對幸福感進

行研究與定義（Lu, 2005；古婷菊，2006）。早自柏拉圖時期，俞懿嫻（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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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Socrates基於德即知的哲學概念，並強調善是一切德行的基礎，進而認為幸

福的人生必有賴自知與知善。此外，Plato除了承續知善的幸福哲理，亦主張有

德之人需有絕對善的觀念，因而必須具備自信的（傲慢的）（self-sufficient）、完

美（perfect）、絕對（absolute）等屬性（俞懿嫻，1997）。亞里士多德認為人生

的目標就在於追求至善，而至善的最高境界就是幸福；宗教家能夠吸引信眾是

因為信徒相信信仰可以帶來幸福；政治家描繪理想的國度，那裡保障人民的幸

福；經濟學家利用量化的方式具體呈現一個國家的幸福程度；而社會學家用各

種指標測量生活的品質（Strack,Argyle ＆ Schwarz,1991；許忠信，2003）。 

對於幸福感的界定因人而異，與幸福感一詞有關的辭彙則包羅萬象，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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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ll-being，簡稱 SWB)、快樂(happiness)、生活滿意度(life satisfaction)、心理健

康(mental health)、士氣(morale)、心情(mood)、正向情感(positive affect)等眾多

字詞。而這些名詞所隱含的意義均不外乎是從個人正、負向的情緒、主觀認知

的層面以及身心健康的角度來評估個體整體生活情形（引自郭俊豪，2008：42）。 

Andrews 和 Withey (1976)指出幸福感是個體的主觀經驗，並且是以生活滿

意、正向情緒及負向情緒等三面向做整體的評估，兼顧個人認知和情緒兩個層

次。 

Diener (1984)提出主觀幸福感，認為幸福感是個體以認知的方式對生活作評

估，以生活滿意度來反映幸福的程度。Veenhoven (1994)強調個人對生活的喜歡

程度可以反映幸福程度，透過正負情緒的消長情形可以分析幸福感。Diener 等

人 (1999)更指出主觀幸福感的內涵包括生活滿意的認知，正向情緒、負向情緒

的情感，當整體的正向情緒大於負向情緒之時，即會產生幸福感。 

    陸洛 (1998 a)將主觀幸福感定義為對生活品質的沉思評鑑，是一種包含了

高昂的正向情緒，及對整體生活滿意度的主觀感受。儘管個體對幸福的主觀感

受，不免存在一些個人偏好和差異，但是在本質上幸福依然是一種愉悅和滿足

的客觀心理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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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結上述，幸福感的概念型定義是一種長期且穩定的個人主觀感受，以生

活滿意、正向情緒、負向情緒三種面向來對自己本身及整體生活作一個評估結

果。 

目前廣為接受的看法是 Argyle 提出的：幸福是對整體生活品質的沉思評鑑，

反映出對生活滿意判斷的結果。並藉由正向情緒的提高、負向情緒的降低與對

生活的滿意，這三個向度的評估結果共同形成最後的幸福感（陸洛，1998a）。 

 

一、 幸福感與快樂的差別 

為了在研究時，能有更清晰的概念，所以本研究區分幸福感與快樂的差別。

在《尼各馬科倫理學》一書提到，亞里斯多德認為「快樂」是自然品質的實現

活動，具有完整性、能夠不在時間之列成就其自身、能夠在任何時間中成就自

己，時，快樂具有無限持續的可能，並以其自身為目的（李靜怡，2004）。而針

對「幸福」一詞，亞里斯多德則認為「幸福是一種靈魂遵循完滿德行的實現活

動」（張勻翔，2002）。Diener(1984)認為主觀幸福感(subjective well-being)是一種

對整體生活的評估，包括情感反應（正向和負向的情感反應）和認知評斷。R. S. 

Lazarus 認為「主觀幸福感(subjective well-being)」比快樂更能貼切的描述正向

的情緒反應（鄭芬蘭，2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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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福感與快樂的相同點視兩者皆為正向情緒，具有中低度相關；幸福感與快樂

的差別為幸福感為比較長期穩定、理性、寧靜的正面感受，而快樂為比較短暫、

感性、興奮的正向情緒。有沒有一種快樂是不幸福的？對某些有毒癮的人來說，

吸毒是很短暫的快樂，但就長遠來看卻不幸福的。有沒有一種智慧雖不快樂但

幸福？高山原族提早看到悲觀的未來，但是比較痛苦，但因為看得比較遠，所

以避開命運的可能性較高。國內學者林子雯（1996） 將幸福感相關名詞及其定

義，整理於下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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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幸福感的定義及相關名詞歸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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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知、情緒  

 2.負向情緒的相對狀態  情緒  

 3.生活滿意、情緒和心理健康的評估 認知、情緒、心理健康

幸福感 

（well-being） 

1.正負向情緒及生活滿意的整體評

估結果 

情緒、滿意 

 2.正負向情緒的研究 情緒 

 3.心理健康的測量 心理健康 

主觀幸福感 

（subject well-being）  

1.正負向情緒及生活滿意的整體評

估結果  

認知、情緒 

 

 2.包括生活滿意、情緒和心理健康的

評估 

認知、情緒、心理健康

生活滿意 

(life satisfaction) 

1.以認知角度對生活整體層面進行

評量  

認知  

資料來源：引自林子雯，1996：37 

 

林子雯（1996）幸福感相關名詞的主要著重點在情緒、認知、心理健康等

三個層面。研究者歸納認為幸福感是個人主觀的感受到自己擁有正向情緒、身

心自主，並對生活、人際關係感到滿意，最後達到自我肯定的感受。因此，此

定義的幸福感兼顧情緒角度的「正向情緒」和認知角度的「生活滿意」、「自我

肯定」、「物質滿足」，也兼顧情境角度「人際關係」、「身心自主」等方面正負強

度的整體感受。所以，研究者傾向認同Andrew與Withey (1976)提出的觀點，認

為幸福應該是個人的主觀經驗，並包含生活滿意、正向情感、負向情感三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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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這也是目前有關幸福感研究領域的共識（Diener, 2000）。 

本研究中所指的幸福感是以古婷菊（2006）國中教師幸福感量表上的得分，

共分為「正向情緒」、「樂觀」、「生活滿意」與「工作成就」四部分，累積

得分越高，表示此幸福表現愈佳；反之，得分愈少，表示所此幸福表現愈差。

幸福感的操作型定義是個人對整體生活品質的沉思評鑑，反映出對生活滿意判

斷的結果，以「正向情緒」、「樂觀」、「生活滿意」與「工作成就」四種面

向來對自己本身及整體生活作一個評估結果上的主觀感受。  

 

二、 從哲學與社會科學來看幸福感 

本研究為全面性探究幸福感的意涵，將以哲學觀點與社會科學觀點兩部分

來探討幸福感的意涵，哲學觀點是偏向於幸福觀，但是文化除了直接形塑幸福

觀，也會影響主觀幸福感的歷程，這些自我調控的機制便決定了人們在追求幸

福時的想法、感受及行為（Lu, 2005）。 

（一）哲學觀點 

1.善就是幸福感 

希臘哲學家認為「善」就是幸福。俞懿嫻（1997）提出：希臘三哲之一，

Socrates基於知即德的哲學概念，並強調善是一切德行的基礎，進而認為幸福的

人生必有賴自知與知善，亦即對善惡的辨別、對個人靈魂的真知，而一切罪惡

起於無知，因此強調善的知識必先於善的行為。Plato除了承續知善的幸福哲理，

亦主張有德之人需有絕對善的觀念， 因而必須完美(perfect)、絕對(absolute)等

屬性（俞懿嫻，1997）。 

2.心靈平和就是幸福感 

「幸福」(Eudamonia)一詞就希臘字源意為「受善神守護而獲得的快樂」（俞

懿嫻，1991）。Zeller提到Democritus(461-371 B.C.)認為人生最高的幸福起於靈魂

的平和安寧與道德理性的自律（顏映馨，1999）。在理性思維優於感官知覺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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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下，個人可藉由理性來駕馭肉體的衝動並確認有關善的知識，使心靈達到平

和的境界，這是人生最高的幸福（顏映馨，1999）。牟宗三（1985）進一步將幸

福細分為具體幸福與形式幸福，具體幸福包括所欲、所樂，其獲得純粹為滿足

個人欲望，故僅能居較低層次，若能提升至「境隨心轉，事事如意」，這種形式

的幸福，便是最高層次的幸福。 

3.正向美好的事物就是幸福感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幸福」相當於「福」或「福氣」的概念。「辭海」中

解釋，福乃禍之對。另外「辭源」對福的解釋則為古所稱富貴壽考等為福。綜

合此二者，可以了解對中國人而言，所謂「幸福」是一種正向美好的事物，這

些最好的事物就是長壽、富有、健康安寧、備有一切美德及老壽而死（吳璵，

1991）。 

正向美好事物也包括悅樂與合諧。針對悅樂就是幸福感而言，中國哲學三

大主流，儒家、道家與釋家的思想中早已隱含幸福的概念（陸洛，1998a）。吳

經熊博士說過：「中國哲學有三大主流，就是儒家、道家和釋家……他們一貫的

精神，卻不外『悅樂』兩字。一般說來，儒家的悅樂導源於好學、行仁及人群

的和諧；道家的悅樂在於逍遙自在，無拘無礙，心靈與大自然的和諧，乃至於

由忘我找到真我；禪宗的悅樂則寄託在明心見性，求得本來面目而達到入世、

出世的和諧。由此可見，和諧實在是三家悅樂精神的核心。」（引自呂政達，

1987）。儒家、道家和釋家在其學說中並未對「幸福」做出明確的定義，然而，

其一貫的精神不外乎就是追求「悅樂」，而悅樂也就是幸福。 

就和諧就是幸福感而言，巫雅菁認為易經、儒家、道家與釋家對幸福的認

定較為一致的是「和諧」，依易經與道家的看法，個體的幸福與否，關鍵在於能

否與外在環境達成和諧的狀態，個體若能配合宇宙萬物運行，便擁有幸福感；

釋家則是重視個體內心的平衡狀態；而儒家強調推己及人，不但說明道德的實

現和個體的幸福感有相當高的一致性，也同時強調人際和諧就是幸福（引自蔡

坤良，2004）。集體主義社會取向濃厚的中國人，其幸福感的來源除了「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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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次的滿足，愉悅，掌控，成就之外，可能具有「社我」層次的人際和諧的特

性（陸洛，1998a）。 

4.達到外在標準就是幸福感 

以一種外在標準來作為評量的依據，亦即當個人達到一定的道德水準時，

才能感受到幸福。亞里斯多德倫理學中，人生的最終目的在於追求幸福，為獲

得幸福必須修練「德行」，德行是求得幸福的方法與條件（黃信二，2000）。 

    施建彬（1995）認為哲學家所關心的幸福，是以一種外在評量的標準，像

是以道德修養做為評判的依據，也只有個人在達到外在的標準時，才能得到幸

福的感受。孫效智也提到中國哲人向來強調道德修養，唯有全心全意地遵守道

德規範，以求達到道德理想的最高境界，始能獲得精神上的滿足，享受人生真

正的幸福，因此道德乃為幸福之必要條件（顏映馨，1999）。 

 

（二）社會科學觀點 

西方社會科學對於幸福感研究的興起始自 1970 年代，當時學界興起了一

波研究正向心情、快樂取向的心理學研究(Hedonic Psychology)，「幸福感」

(well-being)與「快樂」(happiness)即是此一學派的重要課題(Diener, Lucas & 

Richard, 1999；引自吳珩潔，2002)。Diener 與 Lucas 對當代的心理學研究進行

觀察，結果顯示，雖然有許多的方法去評估人類持續的愉悅和痛苦經驗，大部

分快樂取向的心理學研究者使用的是幸福感(subjective well-being)的概念（吳珩

潔，2002）。「快樂」(happiness)比較短暫、興奮的正向情緒；而「幸福感」(well-being)

則是比較長期的正向情緒，較符合東方「安適」的意涵，因此本研究採用「幸

福感」(well-being)而不用快樂。 

巫雅菁（2001）指出，社會科學家認定的幸福是個體主觀與正向的感受，

而非外在客觀的評量標準，因為外在的評量標準並無法反應出個人真正的幸福

程度。一般而言，根據不同的研究方向，可以分為四個幸福感的定義（古婷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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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施建彬，1995；顏映馨，1999）： 

1.以認知評估整體生活滿意度高就是幸福感 

以認知的角度來評估，幸福感是指個體透過認知系統對整體的生活進行評

估，滿意度越高代表個體的幸福感越高。亦即強調認知功能對幸福感的影響。

Diener(1984)強調個人認知對幸福感的影響，並且認為幸福感是一種對生活評估

後得結果，而生活滿意度可以代表個人對生活整體層面的評價，即反應出個人

幸福感的程度。但若只針對人類認知對幸福感的評估，忽略短期情緒對幸福感，

這是無法對幸福感作出較完整的解釋，使得幸福感研究有所偏頗。 

2.心理健康的狀態就是幸福感 

幸福感是一種類似心理健康的狀態，並以心理健康測量來評估個體的幸福

感，側重於心理健康的概念，尤其是負向情緒及心理症狀的測量。但心理健康

是否等同於幸福感，仍然有很大的爭議。 

3.擁有較多的正向情緒及較少的負向情緒就是幸福感 

幸福感是一種情緒反應，當一個人面對生活事件，而產生越多的正向情

緒、越少的負向情緒時，個體的幸福感就會越高。Bradburn 將幸福感分為正向

與負向的情感，當正向情感大於負向情感則有較高幸福感；當負向情感大於正

向情感則為較低的幸福感(Argyle & Hills, 2001)。以情緒觀點探討幸福感的研

究，認為幸福感來自於生活中較多的正向的情緒與較少的負向情緒。然而，引

發個人情緒的原因往往來自於生活中偶發事件、周遭事物等，個人幸福感因而

產生短期波動，波動的幅度差異甚大，無法完整呈現出幸福感的全貌，因此，

此類定義忽略了幸福感長期穩定的特質。 

4.以情緒與認知角度對生活的評價結果就是幸福感 

幸福感是個體對生活評價的結果，包括從情緒與認知二個角度加以評估。

Andrews 和 Withey (1976)提出幸福感是個人的主觀經驗，幸福包含了正向情

感、負向情感和生活滿意三個部分。Veenhoven (1984)提到幸福感是個體對整體

生活質感的適宜評估，包含情緒和認知層面。Diener (2000)認為幸福感包括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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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意度、重要領域（工作、休閒等）的滿意度、正向情感、低標準之負面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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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此觀點的學者認為幸福感是以「情緒和認知」的綜

合觀點切入，可避免單從情緒或認知層面進行研究所造成的偏失，進而可以兼

顧情緒在生活事件上的短期波動和個人認知所呈現的長期穩定特質。 

因此，本研究綜合學者看法，認為幸福感的概念型定義是「幸福感是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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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滿意，就會感到幸福」。而幸福感的操作型定義是個人主觀的感受到個體擁所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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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滿意的程度，

也就是教師所知覺自己擁有在「正向情緒」、「工作成就」、「樂觀」、「生活滿意」

感受的程度，在古婷菊（2006）國中教師幸福感量表上的得分愈高，愈具有幸

福感。 

 

貳、幸福感的理論 

不同學者對幸福感界定不同，因而有對幸福感相關理論的探討。主要的論

述大致上可以歸納為（一）特質論；（二）需求滿足理論；（三）判斷理論；（四）

動力平衡理論。進一步綜合分析上述理論，「特質論」近似於「上而下理論」

(top-down theory)的思考模式，認為幸福感是受到個人特質或解釋風格的影響；

需求滿足理論則包含目的理論與活動理論，近似於「下而上理論」(bottom-up 

theory)的思考模式，需求滿足理論認為幸福感是由生活事件的累積加以詮釋；

「判斷理論」與「動力平衡理論」則近似以「下而上/下而上理論」互補後的觀

點，是一種整合的思考模式，認為幸福感受到人格與生活事件雙重影響所造成

（古婷菊，2006）。 

 

一、 人格特質理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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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特質理論理論試著由長期相對穩定的個體特質觀點來說明幸福感的因

素，對於某些人之所以特別容易感到幸福提出解釋，認為這是因為個人特質所

造成（顏映馨，1999）。 

（一）聯結理論 

聯結理論(associationistic theory)的學者以認知、記憶及制約的觀點來解釋某

些人特別容易感到幸福的原因。他們認為生活事件本身應該是中性的，唯有經

過個體的認知、解釋後，事件才對個體發生意義（顏映馨，1999）。Klein以腦神

經科學的角度來認識幸福感，Klein指出人類的腦有一塊掌控喜悅、樂趣與陶醉

的獨立系統，亦即腦內存有一個「幸福系統」，當生活中有某一事件發生時，便

會透過幸福記憶網路來提取資料，以誘發幸福感的產生（陳素幸譯，2004）。將

認知神經科學應用在心理學，其研究的議題涵蓋不同管道的感覺與知覺歷程，

這些知覺訊息彼此間的交互作用以及所形成的記憶（洪蘭，1992）。若以認知心

理學角度加以說明，按照Piaget的說法，個體出生不久，即開始主動運用他與生

俱來的一些基本行為模式對於環境中的事物做出反應，可以視之為個體用以瞭

解周圍世界的「認知結構」(cognitive structure)。而當個體遇到事物時所使用的

某種對應認知結構予以核對、處理，此種認知結構稱之為「基模」(schema)。因

此生活事件所引發的感受，也透過相對應的認知結構予以核對、處理，隨著每

個人的基模不同，而有不同的解釋，當個人的基模有正向偏誤時，自然容易以

正向的態度來解釋生活事件，進而促使幸福感的產生。 

（二）人格特質理論 

人格特質理論(trait theory)由Costa與McCrae於1980年提出，認為幸福感是一

種穩定特質，而擁有幸福人格特質的人，可能是其先天即有容易觸發愉快神經

的生理機制，屬遺傳因素；亦有可能是其後天學習而來的結果(Veenhoven, 

1994)。Lu (1999)將幸福視為穩定的特質，來自於先天的人格，認為幸福感不僅

是受環境影響的短暫情緒與生活，它更是受到個人特質所形成。Seligman強調

幸福感會受到正向特質的影響，並提到人格特質有正向或負向之分，在不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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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不同的場合會重複出現。而長處與美德是正向的人格特質，它能帶來好的

感覺、滿足與幸福感，透過學習可以改變負向的人格特質，即獲得「習得樂觀」

的特質（洪蘭譯，2003）。而實證研究也證實了幸福感受到人格特質不同而有所

不同，外向人格傾向越高者，其幸福感較高（施建彬，1995；涂秀文，1999）；

而個人神經質傾向越高者，則幸福感越低（施建彬，1995）。 

綜合上述，特質理論強調人格特質與幸福感兩者間的連結，是一種近似由

上而下理論(top-down theory)的思考模式，但是，對於一些生活事件在幸福感上

所造成的短期影響卻無法解釋，例如，Argyle和Lu (1990)進一步研究外向人格

傾向者的幸福感，發現外向人格傾向者享受並參與較多的社會活動，幸福感與

外向和社會活動的享受程度與參與度具有相關，多元回歸顯示出外向人格傾向

者的幸福感，可以藉由他們的社會活動參與情形來加以解釋。因此，將由上而

下理論(top-down theory)的思考模式與下而上理論(bottom-up theory)的思考模式

加以整合，更能看出生活事件與人格特質對幸福感的影響。實證研究也充分說

明此兩者對幸福感的影響。 

 

二、 需求滿足理論 

需求滿足理論的觀點認為當個體的需求被滿足之後，個人才會感到幸福；

反之，若個體的需求長期無法得到滿足的話，則會導致不幸福。需求滿足理論

又包含目標理論和活動理論。目標理論認為目標和價值取向決定主觀幸福感，

幸福感產生於需要獲得滿足及目標的實現（陸洛，1998），個人努力達到目標所

獲得穩定且長期性的滿足才能叫做幸福(Omodei, 1990)。活動理論則認為幸福感

是人類主動且專注地參與活動時所產生的副產品，個體發揮潛能滿足需求的參

與過程中，滿足個體在人際互動、社會支持的需求，進而感生正向的成就感與

價值感，這就是幸福感(Argyle, 1987)。 

（一） 目的理論(telic theory)又稱為終點理論(endpoint theory) 

目的理論的基本假設認為人都具有一個內隱的需求模式，引導著個體的行



- 55 - 

為模式，因此，需求成為了個體的各種目標，包括生理需求層面、心理需求層

面的目標，也包括短、中、長期的目標；一旦，個人的需求獲得滿足或目標達

成後，所帶來的滿足、欣喜、成就感等，會使人感到幸福感；反之，個人需求

若無法滿足或目標無法達成，所帶來的挫敗、失落感等，會使人感到不幸福（李

清茵，2004）。 

Maslow的層次需求理論(need hierarchytheory)，其認為人有生理、安全、愛

與歸屬、尊重、自我實現等不同層次的需求，當層次需求達成後，幸福感便會

產生。張春興認為需求滿足就是個體獲得其所缺乏的東西後的滿足狀態；個體

在有動機的活動中達到目的時的滿足狀態；個體獲得其所尋求的誘因之後,因而

使其內在緊張消滅的歷程（李清茵，2004）。幸福就如同一種目標，是個體一生

努力追求的方向，唯有達成目標，才有幸福感(Omodei & Wearing, 1990)。 

（二） 活動理論 

相較於目的理論把幸福看作是一種目標、一個終點；活動理論(activity theory)

卻主張幸福是人們專注地參與任何活動時所產生的副產品（莊慧秋，1987），此

理論所關切的是個人的表現而非目標，是過程而非結果（陸洛，1998a）。活動

理論認為幸福感是人類主動地且專注地參與活動時的產物，個人可以藉由工

作、休閒、運動或人際互動的歷程中，成功且充分的發揮潛能，所感受到的愉

悅感、成就感和價值感，此即為幸福的感受（施建彬、陸洛譯，1997；Diener, 1984）。 

Crikszentmihalyi於1975年提出「心流理論」(theory of flow)，所謂「心 

流」是指全心投入在活動中的感受，也可以說是「身心暢流」、「渾然忘我」。

余德慧進一步詮釋心流，可意會為「意氣風發」「靈思泉湧」「專心一致」「全神

貫注」，浸淫在事物當中的物我兩相忘的專注感受，達到「逍遙遊」的境界，就

是幸福感（張定綺譯，1993）。而心流只有出現在個體參與的活動是目標明確、

具立即回饋，且挑戰與能力相當的情況下，人的注意力開始凝聚，逐漸進入心

無旁騖的狀態。因此，當個體所選擇的活動和自身的能力志趣相符合，才能帶

來幸福感；反之，太過困難或太過簡單的活動對個體來說都不具吸引力，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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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不會產生幸福感（張定綺譯，1993；陳秀娟譯，1998）。 

Crikszentmihalyi將活動分為生產類活動（例如工作等）、維持類活動（例如

飲食、交通等）、休閒類活動（例如看電視、運動等），透過「經驗取樣法」

（experiencesampling method，簡稱ESM）研究發現，工作與主動式休閒較能帶

來心流，尤其工作是體驗心流的最好場所，因為工作符合心流出現的許多條件，

通常工作的目標與要求的表現都訂得很清楚，會不斷收到表現優或劣的回饋訊

息，工作通常都被要求專心，工作的要求常與個人的才能相當（陳秀娟譯，

1998）。陸洛（1998b）提到工作價值對幸福感具有文化普同性的影響，或許工

作是一個相重要的文化概念，工作供給維護個體的生理生存所需以及自我價值

的認同。 

綜合言之，「目的理論」與「活動理論」兩者近似於由下而上理論

(bottom-uptheory)的思考模式，所強調的是生活事件的發生結果是否達成個人目

標，或者在生活事件的參與過程所引發的感受，亦即個體在經歷生活事件後，

幸福感增減的情形。不過，相同的生活事件對不同的人卻產生不同的解釋，對

於一些對幸福感所造成的長期影響的因素無法提出適切的說明。 

 

三、 判斷理論 

判斷理論(judgement theory)認為幸福感是一種相對的、比較後所得到的結

果，當面臨的狀況比標準好，就能引起幸福感，反之會不幸福。比較參照標準

來自於個人過去的生活經驗、價值觀與理想生活的目標(Diener, 1984；陸洛，

1998)。 Veenhoven 提到判斷理論的基本假設：幸福感是比較後所得到的結果、

比較的標準會隨情境而改變、此標準是由個體自己所選取建構的。因此幸福是

一種相對的狀態，當發生某些事件時，個體會從認知架構中選出參照標準來進

行評估，當所面臨的事件比參照標準好時，就會引發幸福感；反之，則會有不

幸福的感覺產生（施建彬，1995）。判斷理論依參照標準的選取來分類可細分為

社會比較論(Social Comparison Theory)、適應理論(Adaption Theory)、期望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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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論(aspiration level theory)、多重差異理論(multiple discrepancies theory)、修正

理論的派別（林子雯，1996；施建彬，1995）。 

（一） 社會比較理論 

社會比較理論(social comparision theory)的學者認為幸福來自與他人比較後

所得到的結果(Diener, 1984)。至於會選擇哪些人作為參照標準呢？郭俊賢

（1994）指出家人、朋友，甚至是不認識的人都有可能。但Argyle認為大部份

的人均會傾向於選擇社經地位相近的人作為比較的標準（施建彬、陸洛譯，

1997）。故社會比較理論的參照標準是他人，透過與他人比較所得到幸福的感

受。社會比較論認為幸福是來自於和他人比較後所得到的結果，向上比較會降

低幸福感，相反的，向下比較則會增加幸福感(Diener, 1984)。 

（二） 適應理論與範圍—頻率理論 

適應理論與範圍—頻率理論這兩個理論都認為幸福感是目前狀況與個人過

去的經驗比較後所得到的結果，比過去經驗好時，就會產生幸福感。適應理論

(adaption theory)認為個體遇到一件以往未曾發生過的生活事件時，才會引起其

幸福或不幸福的感覺。但過了一段適應期後，這個事件則存放在內心經驗中，

成為新的參照標準。只要後來生活中出現類似事件時，個體就會將它與過去的

經驗（新的參照標準）相比較，當這個事件比過去經驗好時，就會產生幸福感；

反之，則產生不幸福感（施建彬，1995）。範圍—頻率理論(range-frequency theory)

則是針對適應理論加以修正，兩者皆認為個體的參照標準來自過去的生活經

驗，參照標準是「個人過去的經驗」；但範圍—頻率理論認為參照標準並非一成

不變的，會隨著事件的發生，不斷地修正、改變(Diener, 1984)。適應理論則認

為個體會對新的生活事件或環境一開始會有強烈的反應，但是人們會漸漸適應

並回到原來的基準水平，而原本的刺激、興奮或快樂的強烈感覺也就逐漸消失

回到初始狀態。在此連續的過程中，個體面對新的水平標準遠高於舊有的標準，

因此就無法滿足其需求，幸福感又回到原始狀態，這種現象就是適應（郭俊豪，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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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期望水準理論 

期望水準理論(aspiration level theory)認為，幸福感決定於目前現實狀況與個

人理想兩相比較後所得到的結果（古婷菊，2006）。此處所謂的理想是指依據個

人過去生活經驗所設定的理想目標，亦即個體所希望達成的最佳境界。故期望

水準理論的參照標準是「個人理想」。 

（四） 多重差異理論 

多重差異理論(multiple discrepancies theory)的參照標準是融合上述三項標

準，包括他人、自己過去經驗、個人理想。由Michalos所提出一個人對某個生活

層面向的幸福感主要取決於個人在心理上對數個不同差距的資訊總結，而差距

是指個人認為自己目前所具有的一切與自己所欲求的期望之間的差距（施建

彬，1995）。在多重差異法中，用以衡量幸福感的個人欲求可取決於：有關他人

擁有的、過去擁有過最好的東西、現在或將來希望得到、自己認為需要（楊中

芳譯，1997）。 

（五） 修正理論 

無論參照標準為何，修正理論的學者強調個體在判斷的過程，不僅僅依賴

認知還會受到情緒的影響。Schwarz與Strack (1999)認為判斷幸福感的過程中，

不只著重在個人在想什麼，還包括他的感受。舉例而言，當生活事件發生時，

個體會先利用認知能力加以判斷分為整體的幸福感與特殊領域的幸福感，若屬

於整體的幸福感則以情感為評斷標準，進而評斷與情感是否相關，若無相關則

在從記憶中提取相關線索，建構新的準則加以評估；若與情感有關則以情緒作

為判斷標準。上述兩者的評估過程中，也會考慮社會情境所帶來的影響。Schwarz

與Strack將修正理論的模式加以整理，以圖2-4呈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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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幸福感的判斷模式 
資料來源： Schwarz與Strack, 1999 

 
 

四、 動力平衡理論 

動力平衡理論（dynamic equilibrium theory）認為幸福感的獲得是來自長期

穩定人格因素的影響，亦受到短期生活事件的影響，當生活中發生特別的事件

時，個人的幸福感將隨之改變（古婷菊，2006）。因為個體大部分時間都受到人

格因素的影響，因此幸福感多半可以保持在一種穩定平衡的狀態。 

下表2-4幸福感理論對照表是修改自施建彬（1995），並增加判斷理論加以

整理而成。 

生活事件 

整體性幸福感 特殊領域幸福感 

與情感狀態有關？ 

以情緒為判斷依據 

檢索相關資訊 
否 

建構目標物及判斷準則 

評估 

校正個人判斷 

陳述幸福感 

陳述幸福感 
否

考慮社會觀點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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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幸福感理論對照表 
理論

名稱 
理論摘要 優點 面臨困境 

特質

理論 
 

以認知、記憶、制約理論等人

格特質解釋幸福感。  
 

解釋為何某些人

擁有特別幸福的

傾向。 

無法解釋生活事件

在幸福感中所扮演

的作用。 

需求

滿足

理論 

幸福來自目標達成後所產生

的滿足感。 
 

重視人生目標訂

定及目標整合的

合理性。  

無法解釋某些人具

有幸福人格的傾

向。  

判斷

理論 
 

幸福感是一種相對的、比較

後所得到的結果。比較參照標

準來自於個人過去的生活經

驗、價值觀與理想生活的目

標。 
判斷理論其依參照標準選

取來分類，分為社會比較論、

適應理論、期望水準理論、多

重差異理論、修正理論。 

可兼顧生活事件

與人格特質兩方

面，對幸福感產生

的影響。個體在判

斷的過程，會受認

知、情緒、社會情

境的影響。 
 
 

無法澄清比較標準

何時開始運作，並

且在如何選取比較

標準上仍有相當大

爭議。 
 
 
 
 

動力

平衡

理論 
 

幸福感是一種動力平衡狀

態，同時受人格特質及生活事

件影響。  
 

改變幸福感來自

單一面因素的想

法。  
 

在實證研究中，無

法清楚分辨格特質

與生活事件的相對

關係。  

資料來源：修改自施建彬，1995：22 

 

 

綜合上述，幸福感的理論因著重點不同而有不同的學派，歸納之後可知幸

福感受人格特質與環境互動歷程影響，人格特質理論說明幸福感受先天特質條

件的影響，而需求滿足理論、判斷理論和動力平衡理論則解釋幸福感是個體依

自己的需求與標準與他人或環境互動之後所產生的主觀愉悅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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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幸福感的相關研究 

幸福感是一種主觀感受，國內外許多學者使用各種方式來評量幸福感，最

常使用的方法是問卷調查法，最常使用的測量工具則是自陳量表。刑占軍（2005）

指出西方主觀幸福感測量研究大致有三種取向，即生活質量意義、心理健康意

義、心理發展意義上的主觀幸福感測量。近四十年來主觀就相當豐富，次領域

的研究主要在探討人們對生活中發生的事情所做的評價反應，例如：正向情意、

負向情意，以及生活滿意等各方面，由於這些評價具有某種程度的獨立性，因

而大部分的研究都會將這三部分個別地進行測量與探討（邱吟馨，2007）。以下

分別說明幸福感相關研究量表： 

 

一、 情感量表(Affect Scale) 

Bradburm 於 1969 提出情感量表，測量對象為一般人，共有 10 題，包含正、

負向情感量表與平衡式情感量表。作答方式採「是-否」兩點量表。信度：正向

情感的題間相關值介於 0.19-0.75；負向情感題間相關為 0.38-0.72；兩量表間的

相關低於 0.10。效度：平衡式情感量表與自陳的快樂相關 0.45-0.51（陳俊伶，

2006）。 

二、 整體情感與幸福指數(Indices of General Affect and Well-being) 

整體情感與幸福指數是由 Campbell 在 1976 年編制，共有八題，為七點量

尺，包括整體情感指標的平均分（以 8 個語意差異題型組成）。此測驗的幸福指

數包含「整體情感」和「整體生活滿足感」，由受試者自陳述其生活品質（邱吟

馨，2007；郭俊豪，2008）。測量對象為一般人，其為一個關於生活滿足的單一

測題得分。信度：第一部份的 α＝0.89；與生活滿足感單一測題的相關為 0.55 。

效度：總分與害羞和擔憂的相關為 0.20-0.26；與個人能力相關為 0.35；第一部

份與一個快樂感的相關為 0.52（陳俊伶，2006）。 

三、 整體幸福狀況量表(General Well-being Sche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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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Fazio 在 1977 年編製，包括六個量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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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 33

題。前 18 題為整體幸福狀況；後 15 題為對行為的自我評鑑。作答方式，整體

幸福狀況中，前 14 個採六點量表；後 4 題採十一點量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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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郭俊豪，2008：45）。 

四、 牛津幸福量表(Oxford Happiness Inventory) 

牛津幸福量表由 Argyle 在 1897 年依據貝克憂鬱量表(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中 21 題反向編寫，餅加上其他 11 題相關的幸福感題目，編寫成具有

正偏態量尺的幸福感量表。內容包含七個概念：樂觀(Optimism)、社會承諾(Social 

of commitment)、正面情感(Positive affect)、掌控感(Sense of control)、身體健康

(Physical fitness)、自我滿足(satisfaction with self)、心理警覺(mental alertness)，

因素分析發現本量表測量的是單一整體幸福感概念。信度方面，內部一致性係

數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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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gyle, 1987)。 

五、 中國人幸福感量表 

陸洛（1998）修訂牛津幸福量表其中的 28 題，另增加 20 題自編題目，新

編成 48 題的中國人幸福感量表，其中包含九個向度：自尊的滿足、家庭與朋友

等關係的和諧、對金錢的追求、工作上的成就、對生活的樂天知命、活得比旁

人好、自我控制與理想的實現、短暫的快樂、對健康的需求。其內部一致性信

度 Cronbach’s α值為.95，再測信度為.66，亦具有良好的效度。 

六、 教師幸福感量表 

雖然關於幸福感的研究為數頗多，但國內關於教師幸福感之實證研究僅有

六篇，分別是賴威岑（2002）研究台灣地區中小學教師心理幸福特質幸福感（幸

福感構面-分為憂鬱感、成就感、人際疏離感），陳鈺萍（2004）國小教師的幸

福感及其相關因素之研究（幸福感構面-分為物質滿足、事業成就、自主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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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關係），古婷菊（2006）國中教師幸福感及其相關因素之研究（幸福感構面-

正向情緒、樂觀、生活滿意與工作成就），侯辰宜（2006）國小教師幸福感與教

學效能之關係研究---以桃園縣為例（幸福感構面-自尊滿足、人際和諧、經濟狀

況、工作成就、樂天知命、活得比旁人好、自我規劃、短暫快樂、健康狀態）。

以下將國內關於教師幸福感之相關研究分析如下段所示。 

陳鈺萍（2004）研究國小教師的幸福感及其相關因素，採用問卷調查法來

研究高屏地區之國小教師共 452 名，陳鈺萍將幸福感構面分為物質滿足、事業

成就、自主性、人際關係，研究結果指出：國小教師的主觀幸福感受現況屬中

等程度，主要的幸福表現是人際關係的和諧，其次是自主性、物質滿足、事業

成就；主觀幸福感受與幸福表現有中度正相關。2.任教年資、婚姻狀態、健康

狀態不同的國小教師在幸福感各層面上均有顯著差異。3.社會支持愈高的國小

教師，其幸福感愈佳，社會支持來源與類型皆與幸福感呈顯著正相關。4.外向

性、和善性、嚴謹自律性、聰穎開放性等人格特質傾向與幸福感呈顯著正相關；

而神經質特質與幸福感呈顯著負相關。5.自主性、事業成就、神經質等變項，

對國小教師主觀幸福感受具顯著預測力，解釋力達 40﹪。 

吳筱雯（2005）研究桃園縣國中已婚女性教師生活壓力與休閒參與、休閒

滿意及幸福感之相關研究性，採用問卷調查法研究桃園縣國中已婚女性教師 407

人，研究結果指出：1.國中已婚女性教師之幸福感屬中高程度，在「生活滿意

度」方面，略高於中等滿意；最近一個月來經歷到「正向情感」的頻率略超過

一半的時間，並感受較多的喜愛與高興；而經歷到「負向情感」的頻率則略低

於一半的時間，並感受到較多的生氣與悲傷。2.國中已婚女性教師生活壓力與

幸福感間具有相關存在。 

古婷菊（2006）研究國中教師幸福感及其相關因素，也是採用問卷調查法

來研究台灣本島北中南東四區之國中教師 948 名，並將幸福感構面分為正向情

緒、樂觀、生活滿意與工作成就。研究結果指出：1.不同性別之國中教師幸福

感整體及其各層面無顯著差異。2.不同婚姻狀態之國中教師，在幸福感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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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成就」層面有顯著差異。3.不同任教年資的國中教師，在幸福感之「正向情

緒」、「工作成就」層面有顯著差異。4.不同擔任職務的國中教師，在「幸福感」

整體及其「正向情緒」與「工作成就」層面有顯著差異。5.國中教師之休閒滿

意度、社會支持、內外控人格特質與幸福感間有顯著相關，且能聯合預測整體

「幸福感」。 

陳得添（2006）研究高雄市普通班與特教班國中教師社會支持、幸福感之

比較，採用問卷調查法研究高雄市公立合格之普通班與特教班國中教師及特殊

學校國中部教師共 668 位。研究結果指出：1.不同學歷、自覺健康狀態、運動

習慣、子女數等背景變項之高雄市普通班與特教班國中教師，在整體社會支持

及幸福感上有顯著差異。2.不同休閒活動類型、宗教信仰之高雄市國中教師，

在整體幸福感上有顯著差異。3.不同學校班級數之高雄市普通班與特教班國中

教師，在整體幸福感上有顯著差異。4.高中低社會支持之高雄市國中教師，在

幸福感上有顯著差異，社會支持愈高，幸福感愈高。5.社會支持整體層面及分

層面與幸福感整體層面及分層面呈顯著正相關。6.一般支持是預測幸福感之主

要因子。 

侯辰宜（2007）研究桃園縣國小教師幸福感與教學效能之關係，其採用問

卷調查法將幸福感構面分為自尊滿足、人際和諧、經濟狀況、工作成就、樂天

知命、活得比旁人好、自我規劃、短暫快樂、健康狀態。研究結果指出：1.桃

園縣國小教師幸福感屬中上水準，各層面中以「人際和諧」得分為最高，而「健

康狀態」得分相對較低。2.桃園縣國小教師教學效能屬中上水準，各層面中以

「教學氣氛」得分為最高，而「自我效能信念」得分相對略低。3.教師年齡較

長、學歷較高、任教年資較長與已婚者其幸福感較高。4.教師年齡較長、學歷

較高、已婚與任教學校規模較大者其教學效能較高。5.教師幸福感與教學效能

具有高度正相關。6.幸福感各層面中以「工作成就」對於整體教學效能最具預

測效果，其次為「人際和諧」、「自尊滿足」與「健康狀態」。 

由上述研究可以發現，國內對教師幸福感的研究仍在萌芽階段，除吳筱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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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以探討已婚教師生活壓力與休閒參與、休閒滿意與幸福感的關係為其

研究重心外，其餘研究之焦點均著重與影響幸福感的因素，陳鈺萍（2004）、古

婷菊（2006）的研究可知幸福感與社會支持性、人格特質有顯著相關，其中陳

鈺萍（2004）的研究中顯示自主性、事業成就、神經質等變項，對國小教師幸

福感具有預測力可解釋 40﹪國小教師之幸福感受，而古婷菊（2006）的研究更

顯示不同擔任職務的國中教師，在「幸福感」整體與其「正向情緒」、「工作成

就」層面有顯著差異；陳得添（2006）的研究也進一步證實社會支持與幸福感

存在正相關，且「一般支持」為預測幸福感的重要因素。總結上述，茲就教師

幸福感的量表歸納如下表 2-5： 

 

表 2-5  教師幸福感之相關量表 
量表 
名稱 

編製者 對象 量表結構 信度和效度 

國小教

師幸福

表現量 
表 

陳鈺萍

（2004） 
 

國小

教師 
 

共24題，包括物質滿

足、事業成就、自主性

以及人際 
關係等部份。作答方式

為五點量表。 

信度：總量表α＝0.89；分

量表 
α＝0.81-0.91 
效度：可解釋總變異量為

62.836％。 
國中教

師幸福

感量表 

古婷菊

（2006） 
 

國中

教師 
 

幸福感構面分為正向

情緒、樂觀、生活滿

意與工作成就。 
 

效度：所抽取的四個因素

可解釋總變異量為71.473
％。故該量表在測量幸福

感上，具有良好的構念效

度。 
國小教

師幸福

感量表 

侯辰宜

（2007） 
 

國小

教師 
 

包括工作成就、人際關

係、健康狀態、經濟狀

況、樂天知命、活得比

別人好、短暫快樂、自

尊滿足、自我規劃等九

個向度。作答方式為五

點量表，共52題。 

信 度 ： 量 表 總 信 度

為 .9720 ； 總 量 表 α ＝

0.972；分量表 
α＝0.87-0.93。 
效度：所抽取的九個因素

可解釋總變異量為73.7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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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採用古婷菊（2006）國中教師幸福感量表，將幸福感構面分為正向

情緒、樂觀、生活滿意與工作成就。因為其所抽取的四個因素可解釋總變異量

為 71.473％。且題目僅有 20 題，也符合本研究對幸福感的看法與研究的需求。

故採用此量表。以下表 2-4 整理歸納教師幸福感相關研究： 

 

表 2-6  教師幸福感相關研究 
研究

方法 
研究

對象 
幸福感面向 研究者 

（年代） 
研究 
範圍 

問

卷

法 

訪

談

法 

中

學

教

師 

小

學

教

師

憂

鬱

感

工

作

成

就

人

際

疏

離

感

物

質

滿

足

健

康

狀

態

自

尊

自

主

性

人

際

關

係 

正

向

情

緒 

樂

觀 
生

活

滿

意

活

得

比

旁

人

好

自

我

規

劃

樂

天

知

命

賴威岑

（2002） 
台灣省 ●  ● ● ● ●

成

就

●            

陳鈺萍 
（2004） 

高屏地

區 
●   ●  

 
 

●
事

業

 ●   ● ●       

古婷菊 
（2006） 

台灣本

島國中

教師 

●  ●   ●
工

作

      ● ● ●    

陳得添 
（2006） 

高雄市 ●  ●                

侯辰宜

（2007） 
桃園縣 ●   ●  ●

工

作

 ●
經

濟

狀

況

●
健

康

狀

態

●  ● ●
短

暫

快

樂 

  ● ● ●

合計  5   3 1 4 1 2 1 2 1 2 2 1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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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幸福感與教師的社會人口變項的關係 

雖然關於教師幸福感的實證研究數量不多，但根據上述研究可發現，教師

的背景變項與學校背景變項對教師幸福感有一定程度的影響性，分述如下。 

一、性別 

陳鈺萍（2004）研究顯示不同性別的國小教師在幸福感層面中「自主性」

上有顯著差異外，其餘層面則無顯著差異；但古婷菊（2006）研究表示不同性

別之國中教師幸福感整體及其各層面無顯著差異；陳得添（2006）研究指出不

同性別之高雄市普通班與特教班國中教師，在幸福感上沒有顯著差異。性別變

項對幸福感可能不會造成影響。 

二、學歷 

以此變項討論幸福感之相關研究甚少，僅有陳得添（2006）指出不同學歷

之高雄市普通班與特教班國中教師，在幸福感上有顯著差異。因此，對於學歷

變項是否對幸福感造成影響，急待更多實證研究深入探討。侯辰宜（2007）研

究指出教師年齡較長、學歷較高其幸福感高。 

三、任教年資 

陳鈺萍（2004）研究顯示不同任教年資的國小教師，其幸福感有顯著差異，

其中任教年資「21 年以上」的國小教師之幸福感高於其他任教年資之國小教師；

古婷菊（2006）研究指出不同任教年資的國中教師，在幸福感之「正向情緒」、

「工作成就」層面有顯著差異。侯辰宜（2007）研究指出教師任教年資較長其

幸福感較高；但是陳得添（2006）研究卻發現不同任教年資之高雄市普通班與

特教班國中教師，在幸福感上沒有顯著差異。由此可知，學者對任教年資是否

影響幸福感這個議題仍無一致之看法。 

四、職務 

古婷菊（2006）研究表示擔任不同職務之國中教師其幸福感有顯著差異；

而陳鈺萍（2004）研究指出擔任不同職務的國小教師，其幸福感並無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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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陳得添（2006）研究顯示擔任不同職別之高雄市普通班與特教班國中教師其

幸福感上並無顯著差異。由此可知，學者對職務是否影響教師之幸福感仍無共

識。 

五、婚姻狀態 

陳得添（2006）研究顯示不同婚姻狀態之高雄市普通班與特教班國中教師

之幸福感並無顯著差異；而陳鈺萍（2004）研究表示不同婚姻狀態的國小教師

其幸福感有顯著差異，其中「未婚（有固定伴侶）」者之幸福感較「未婚（無

固定伴侶）」者高；古婷菊（2006）研究亦顯示不同婚姻狀態之國中教師其幸

福感有顯著差異。由此可見，婚姻狀態對教師之幸福感有一定程度之影響，黃

智成（2005）認為已婚者通常會比單身的人快樂，但這也可能是因為比較快樂

的人才比較容易結婚。 

綜上所言，性別、學歷、任教年資、職務等變項均是可能影響教師之幸福

感之背景變項，但古婷菊（2006）分析不同性別、婚姻狀態、任教年資、國中

教師之幸福感整體及其各層面之差異並未達顯著水準；只有擔任不同職務其幸

福感有顯著差異，專任教師高於導師，兼任行政教師則與導師或專任教師無顯

著差異。所以本研究不討論不同社會人口變項對幸福感的影響。 

 

 

第三節  智慧與幸福感相關研究 

 

Coleman ＆ O’Hanlon在2004年表示智慧常被視為人格發展中一個的主要

的欲求目標，智慧與某些正向特質(positive attributes)和經驗(experiences)有關

係，這些特質與經驗包括：智能與成熟、良好的自我發展、自主、心理健康、

成功處理生命中的挑戰以及成功老化（劉靜軒，2004）。本節主要探討有關智

慧與幸福感之實證性研究，以建立本研究之設計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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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liday與Chandler提到人類智慧的探討早在西元前2500年就可從埃及文獻

中可看到，埃及人對智慧的定義包括了在人生不公平的待遇及困境中保持信心

（引自楊世英，2008：188）。大英百科全書中也記載著西元前2400 年左右，埃

及大臣Ptah-hotep所留下的智慧格言，教導特殊階級實踐倫理方法，來成就美好

的人生（Encyclopedia Britannica, 1959: 683-684; Birren & Fisher, 1990: 318；引自

楊世英，2008：1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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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就研究的觀點來看智慧與幸福感構面中生活滿意可能的相關性，Ardelt 

研究在探討老年期智慧與生活滿意度之關係。她從參與柏克萊指導研究

(Berkeley Guidance Study)中共120位介於58歲至82歲之間的高齡者為研究對

象，智慧的評定係由Haan於1969年研究的自我評估量表(Ego ratings scale)與加州

百題Q-sort 量表(Californiahundred-item Q-sort scale)中抽取出題目另行編定，信

度係數為.51~.62（劉仁剛、龔耀先，1998）。其研究結果顯示：智慧與生活滿

意度呈現正相關，亦即在智慧組成三要素：認知(cognitive)、反思(reflective)與

情感(affective)分數高者，其在生活滿意度的測量中得到高分。Ardelt的研究結果

表明，智慧對生活滿意感有著深刻的影響。由此推論本研究智慧中反思構面可

能跟幸福感中的生活滿意度有正相關。 

Isaacowitz、Vaillantc和Seligman在2003的研究，主要目的是評量九種人類的

潛能(human strengths)之情況，並進一步探究這些潛能與生活滿意度之間的關

係。此研究採問卷調查法，研究樣本有二，其一為89位哈佛校友 (平均年齡為

78 歲) ，另一為社區中三組不同年齡的受試者，包含100位年輕人以及60歲以

上的健康老年人（劉靜軒，2004）。研究結果顯示，在社區健康的老年人、年

輕人與哈佛校友方面，皆顯示智慧與生活滿意度有正向關係，其相關係數依序

為.43、.33、.23，皆達顯著相關（劉靜軒，2004）。所以智慧可能跟幸福感中

的生活滿意度有正向關係。惟智慧是否與幸福感中的其他構面有關，尚待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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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驗證。 

而就哲學的觀點來看智慧與幸福感可能的相關性，「幸福」(Eudamonia)一

詞就希臘字源意為「受善神之保護」而有的快樂。亞里士多德而言認為人類的

智慧最重要的成就即是哲學智慧與實踐智慧，個人至少要擁有這兩種智慧，才

有得到幸福的可能（俞懿嫻，1991年）。站在近乎「理智決定論」(Intellectual 

Determinism)的立場，蘇格拉底肯定幸福的人生必有賴於「自知」與「知善」（俞

懿嫻，1991年）。所以，由亞里士多德認為人類唯有透過哲學智慧與實踐智慧，

才有得到幸福的可能。所以，擁有智慧的人可能較有幸福感。所以智慧與幸福

感可能呈現中高程度的相關。 

就心理學觀點來看智慧與幸福感可能的相關性，智慧會帶給人無比的快

樂，形成一種內在回饋，也就是智慧會帶來愉悅等正向情緒(Csikszentmihalyi & 

Rathunde, 1990; Csikszentmihalyi & Nakamura, 2005)。所以智慧本身會帶來內在

回饋，由智慧所獲得的行為結果可能會帶來正向情緒，亦即會回饋到內在心理

系統的情意面向，因此可能會產生幸福感。 

綜觀國外有關智慧與幸福感的相關研究得知，Ardelt (1997)與Isaacowitz, 

Vaillant＆Seligman (2003) 的研究結果皆支持智慧與生活滿意度兩者之間的關

係，智慧與幸福感的相關研究卻付之闕如。故此，本研究旨在探究國民中、小

學教師智慧與幸福感間之關係，期望藉由此研究來了解國內國民中、小學教師

智慧、生活幸福感的情況以及兩者間是否存在相關之關係。以下分別探討國民

中學、小學教師的智慧與幸福感之間關係的假設推論： 

（一） 國民中學、小學教師的「反思」智慧與幸福感之間關係的假設推論

過程與依據 

1. 「反思」智慧與「正向情緒」幸福感間可能有某種程度的相關 

反思是指對於過去有關經驗的檢視、反省，而通常反思智慧

與追求卓越有關，在回顧自己的過往經驗中，客觀檢視自己的成

長，進而肯定自己產生正向情緒。然而反思也可能與要求完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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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連，如此一來就會產生負向情緒。但研究者以為愈會反思的人，

欲能瞭解或檢視自己的狀態，因此能維持良好情緒，所以推測「反

思」智慧與「正向情緒」幸福感之間有可能有某種程度的相關。 

因此推測具有反思智慧的人可能比較沒有正向情緒。 

2. 「反思」智慧與「樂觀」幸福感間可能有某種程度的相關 

反思智慧重視自我反省、自我洞察，通常能，因此推測其可

能客觀與達觀的看待自己，所以「反思」智慧與「樂觀」幸福感之

間可能有某種程度的相關。 

3. 「反思」智慧與「生活滿意」幸福感間可能有某種程度的相關 

Ardelt(2003)研究指出認知、反思、情感三種智慧層面對生生

活滿意度具有中高度正相關。通常反思能使自己生活更好，讓自己

生活更加滿意。所以推測「反思」智慧與「生活滿意」幸福感之間

可能有某種程度的相關。 

4. 「反思」智慧與「工作成就」幸福感間可能有正相關 

吳佩陵（2008）國民小學校長反思與校長專業能力發展之研

究指出校長反思與校長專業能力發展呈顯著正相關，校長反思對校

長專業能力發展具有高度預測力；而且校長反思對校長專業能力發

展具有顯著影響力。而本研究反思智慧重視使用回憶記錄（如：如

日記、反省日誌），來回顧、檢討自我，所以通常重視自己要求與

自我規劃，甚至透過內省來邁向專業發展。所以，推測反思智慧程

度高的人，其工作成就通常也較高。因此，推測「反思」智慧與「工

作成就」幸福感之間有顯著正相關 

（二） 國民中學、小學教師的「先知先覺」智慧與幸福感之間關係的假設

推論過程與依據 

1. 「先知先覺」智慧與「正向情緒」幸福感可能有某種程度相關 

具有「先知先覺」智慧的人由於比一般人更早體會生命與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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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真理，所以較能洞悉深層現象事件的意涵。也因為其能見微知

著、聰明過人，所以可能較有正向情緒。具有「先知先覺」智慧的

人雖然可以推測未來趨勢，即使知道趨勢走下坡，但也因此較為達

觀與豁達，因此在有心裡準備的情況下，即使面對挑戰也能從容不

迫。而且具有「先知先覺」智慧的人往往知道自己所要追求的是什

麼，所以較容易有高峰經驗或浮流（心流）經驗。因此，推測「先

知先覺」智慧與「正向情緒」幸福感之間可能某種程度的相關。 

2. 「先知先覺」智慧與「樂觀」幸福感可能某種程度的相關 

具有「先知先覺」智慧的人往往看得比別人深遠，所以在事

情未發生之前，就能大概知道未來可能會面臨到的挑戰。所以在有

心裡準備的情況下，即使面對挑戰也能從容不迫，較為達觀。但范

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則指出「先知先覺」智慧與「樂觀」成

負相關。因此，推測「先知先覺」智慧與「樂觀」幸福感之間可能

有某種程度的相關。 

3. 「先知先覺」智慧與「生活滿意」幸福感間可能有正相關 

Ardelt(2003)研究指出認知、反思、情感三種智慧層面對生生

活滿意度具有中高度正相關。其中本研究的先知先覺智慧定義是以

Ardelt(2003) 認知定義為主。所以具有「先知先覺」智慧的人雖然

「能者多勞」，但是因為具有「先知先覺」智慧的人遇到問題時通

常能迎刃而解，而且往往能比一般人看得更高更遠，預測未來的挑

戰，所以往往能避開一些困頓。所以，推測「先知先覺」智慧與「生

活滿意」幸福感之間可能有中高度正相關。 

4. 「先知先覺」智慧與「工作成就」幸福感間可能有正相關 

具有「先知先覺」智慧的人，往往瞭解許多知識與真理，甚

至能洞察問題的核心，在工作表現上水準往往較高。因此，推測「先

知先覺」智慧與「工作成就」幸福感之間可能有有顯著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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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國民中學、小學教師的「情感調節」智慧與幸福感之間關係的假設

推論過程與依據 

1. 「情感調節」智慧與「正向情緒」幸福感間可能有正相關 

Forgas(2002)提出雙歷程情緒調節模式，並證實一般正常個體

的負向情緒會隨著時間，自動朝向正面情緒發展。若教師能覺察自

己微妙與複雜的情緒，並接納自己的正向、負向情感，調適與管理

好自己的情緒。如此一來，情緒比較穩定、也較為安適，因此便能

有較多的正向情緒。而且情感調節良好的人，通常情緒較為穩定，

通常也有較好的人際關係，所以在工作上會產生愉快的正向情緒。

以上述理由，推測「情感調節」智慧與「正向情緒」幸福感可能有

顯著正相關。也由Forgas(2002)提出雙歷程情緒調節模式來預測「情

感調節」對「正向情緒」有影響力。 

2. 「情感調節」智慧與「樂觀」幸福感間可能有中度正相關 

鐘偉晉（2008）國中教師情緒管理與幸福感之研究指出情緒

管理整體表現愈高的國中教師，在幸福感的「樂觀表現」、「生活滿

意」與「工作成就」等方面的表現亦會愈高。所以，具有「情感調

節」智慧的人，通常情緒較穩定，對未來充滿希望，所以情感調節

良好的人通常會較樂觀。因此推測「情感調節」智慧與「樂觀」幸

福感之間可能有中度正相關。 

3. 「情感調節」智慧與「生活滿意」幸福感間可能有正相關 

Ardelt(2003)研究指出認知、反思、情感三種智慧層面對生活

滿意度具有中高度正相關。鐘偉晉（2008）國中教師情緒管理與幸

福感之研究指出情緒管理整體表現愈高的國中教師，在幸福感的

「樂觀表現」、「生活滿意」與「工作成就」等方面的表現亦會愈高。

所以，具有「情感調節」智慧的人，通常情緒管理技巧較高，也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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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覺察自己的情緒，因此較能調整自己的狀況，使自己能趨於平

衡。因此推測「情感調節」智慧與「生活滿意」幸福感之間可能有

中高度正相關。 

4. 「情感調節」智慧與「工作成就」幸福感間可能有正相關 

沈明茹（1998）研究指出好的情緒能導致較好的因應方式；

另外只要採取積極解決因應，面對問題、投下心力便能再度產生

正面情緒，同時也能導致高績效。鐘偉晉（2008）國中教師情緒

管理與幸福感之研究指出情緒管理整體表現愈高的國中教師，在

幸福感的「樂觀表現」、「生活滿意」與「工作成就」等方面的表

現亦會愈高。而作者認為具有「情感調節」智慧的人，通常情緒

較穩定，由於情緒等心理因素會影響工作狀況，所以情感調節良

好的人通常會產生良好的工作績效。而且情感調節好會影響人際

關係良好，所以人脈比較廣，因此較能產生良好的工作績效。以

上述理由推測推測「情感調節」智慧與「工作成就」幸福感之間

可能有高度正相關。 

（四） 國民中學、小學教師的「開放」智慧與幸福感之間關係的假設推論

過程與依據 

1. 「開放」智慧與「正向情緒」幸福感間可能有正相關 

陳雅怡（2006）之研究指出開放性人格正向工作心情有正向

影響。一個具有寬廣心胸，去接納意見、多元價值觀與人生體驗

的人，通常是有彈性的人，因此推論開放智慧可能跟正向情緒有

正向關聯。 

2. 「開放」智慧與「樂觀」幸福感間可能有正相關 

具有「開放」智慧的人較能夠接納不同人的意見、體驗新奇

事物，可能比較樂觀，所以推論開放智慧與樂觀具有正向關聯。 

3. 「開放」智慧與「生活滿意」幸福感可能有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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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開放智慧的人通常較能包容周遭一切，所以生活忍受度

較高，因此推測「開放」智慧與「生活滿意」幸福感之間可能有

顯著正相關。 

4. 「開放」智慧與「工作成就」幸福感間可能有某種程度的相關 

陳雅怡（2006）業務員人格特質與工作績效關係之研究指出

開放性人格對工作績效則有負向影響。但研究者認為具有開放智

慧的人能接納工作上不同的意見，所以在決策時能廣納利害關係

人的意見，而且也比較容易溝通，甚至能權變的運用所學所知

（如：系統思考、超越自己心智模式等）。因此推論「開放」智慧

與「工作成就」幸福感之間可能有某種相關程度。 

（五） 國民中學、小學教師的「幽默」智慧與幸福感之間關係的假設推論

過程與依據 

1. 「幽默」智慧與「正向情緒」幸福感間可能有正相關 

    具有「幽默」智慧智慧的人通常能自我解嘲、自娛娛人、能

對自己的難堪一笑置之。因此推測「幽默」智慧與「正向情緒」

幸福感間可能有正相關。 

2. 「幽默」智慧與「樂觀」幸福感間可能有正相關 

具有「幽默」智慧智慧的人通常能將窘迫的情境化為烏有，

即使處于逆境仍能對生活充滿信心，在生活中發掘幽默，因此推

測「幽默」智慧與「樂觀」幸福感間可能有正相關。 

3. 「幽默」智慧與「生活滿意」幸福感間可能有正相關 

    具有「幽默」智慧智慧的人通常能在生活中發掘樂趣，

或是使用幽默感當作一種成熟處理策略來使生活更有趣，因此推

測「幽默」智慧與「生活滿意」幸福感間可能有正相關。 

4. 「幽默」智慧與「工作成就」幸福感間可能有正相關 

具有「幽默」智慧智慧的人通常能在工作沈悶之餘，放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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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情緒與抒發自己的壓力，而使工作有彈性、收放自如。在愉

悅的心情下，常能提高工作績效。因此「幽默」智慧與「工作成

就」幸福感間可能有正相關。 

（六） 國民中學小學教師的「豐富多樣的經驗」智慧與幸福感之間關係的

假設推論過程與依據 

1. 「豐富多樣的經驗」智慧與「正向情緒」幸福感可能有正相關 

「豐富多樣的經驗」智慧會帶來內在回饋，給人無上的快樂，

體驗智慧成長會帶來歡愉，而人們願意持續發展智慧，可能是追

求智慧會帶來歡愉與平靜等正向情緒（Csikszentmihalyi & 

Rathunde, 1990; Csikszentmihalyi & Nakamura, 2005）。所以「豐富

多樣的經驗」智慧本身會帶來內在回饋，由智慧所獲得的結果可

能會帶來正向情緒，亦即會回饋到內在心理系統的情意面向，因

此可能會產生幸福感。所以推測「豐富多樣的經驗」智慧與「正

向情緒」幸福感可能具有正相關。 

2. 「豐富多樣的經驗」智慧與「樂觀」幸福感間可能有正相關 

具有「豐富多樣的經驗」智慧的人，在面對人生困頓時，往

往較能達觀地去面對生命中不可承受之輕，因此，推測「豐富多

樣的經驗」智慧與「樂觀」幸福感可能有正向相關。 

3. 「豐富多樣的經驗」智慧與「生活滿意」幸福感可能有正相關 

具有「豐富多樣的經驗」智慧的人，往往經歷過許多人生轉

捩點，有許多歷練，所以較能知足與惜福。因此，推測「豐富多

樣的經驗」智慧與「生活滿意」幸福感可能有正向相關。 

4. 「豐富多樣的經驗」智慧與「工作成就」幸福感可能有正相關 

具有「豐富多樣的經驗」智慧的人，因為有較多的歷練，懂

得做事的技巧與待人接物方法，而且還能應對進退合宜。因此，

推測「豐富多樣的經驗」智慧與「工作成就」幸福感可能有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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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 

（七） 國民中學、小學教師的「知行合一」智慧與幸福感間之間關係的假

設推論過程與依據 

1. 「知行合一」智慧與「正向情緒」幸福感間可能有正相關 

通常具有「知行合一」智慧的人，是個即知即行的人，不僅知

道該怎麼做，且心甘情願這樣做。所以具有「知行合一」智慧的人

做到自己能做到的事，通常會給自己正向回饋，因此，推測其「知

行合一」智慧與「正向情緒」有某種程度的正相關。 

2. 「知行合一」智慧與「樂觀」幸福感間可能有某種程度相關 

通常具有「知行合一」智慧的人，通常會「樂觀」的看待自己

可以完成事情，具有一定的抱負水準。所以，推測「知行合一」智

慧與「樂觀」幸福感可能有某種程度相關。 

3. 「知行合一」智慧與「生活滿意」幸福感間可能有正相關 

   通常具有「知行合一」智慧的人，通常對自己能即知即行

感到滿意。所以，推測「知行合一」智慧與「生活滿意」幸福感可

能有某種程度正相關。 

4. 「知行合一」智慧與「工作成就」幸福感間可能有正相關 

而具有「知行合一」智慧的人，通常自我要求都很高，是個即

知即行的人，所以推測其與「工作成就」幸福感可能有正相關的關

係存在。 

（八） 國民中學、小學教師的「利益平衡」智慧與幸福感之間關係的假設

推論過程與依據 

1. 「利益平衡」智慧與「正向情緒」幸福感間可能有某種相關程度 

    具有「利益平衡」智慧的人，雖然需要某種程度的妥協，但

為了達到雙贏境界，通常會取的平衡後來達到總體利益的最大

化，因此具有「利益平衡」智慧的人與「正向情緒」幸福感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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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某種程度的正相關。 

2. 「利益平衡」智慧與「樂觀」幸福感可能有某種相關程度 

    具有「利益平衡」智慧的人在達到雙贏時，需樂觀的相信自

己能取得平衡，因此具有「利益平衡」智慧的人與「樂觀」幸福

感可能有某種程度的相關。 

3. 「利益平衡」智慧與「生活滿意」幸福感可能有某種相關程度 

具有「利益平衡」智慧的人為了達到共善或雙贏境界，可能

需要一些妥協與退讓，因此推論智慧與「生活滿意」可能具有某

種中低程度的負相關。但是達到雙贏境界後，具有「利益平衡」

智慧的人對生活會更加滿意。所以推測「利益平衡」智慧與「生

活滿意」幸福感可能有某種程度的相關。 

4. 「利益平衡」智慧與「工作成就」幸福感間可能有正相關 

「利益平衡」智慧的人，往往能在事情中取得中庸平衡之道，

所以就總體來看，利益平衡後，能有較大的工作成就。所以「利

益平衡」智慧與「工作成就」幸福感之間可能著正相關。 

 

 

第四節  研究假設 

透過文獻探討後，對於本研究所提出的問題，初步提出下列假設： 

一、 假設國民中學、小學教師的智慧呈現中上程度的狀況。 

二、 假設國民中學、小學教師的智慧可能與教育程度有關、年齡、性別有關。 

三、 假設國民中學、小學教師的幸福感呈現中等程度的狀況。 

四、 假設從整體觀點來看國民中學、小學教師的智慧與幸福感之間具有正向的

關係。 

（一）國民中學、小學教師的「反思」智慧與幸福感之間關係的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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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民中學、小學教師的「反思」智慧與「正向情緒」幸福感之間有某

種程度相關。 

2.國民中學、小學教師的「反思」智慧與「樂觀」幸福感之間有某種程

度相關。 

3.國民中學、小學教師的「反思」智慧與「生活滿意」幸福感之間有顯

著正相關。 

4.國民中學、小學教師的「反思」智慧與「工作成就」幸福感之間有顯

著正相關。 

（二）國民中學、小學教師的「先知先覺」智慧與幸福感之間關係的假設 

1.國民中學、小學教師的「先知先覺」智慧與「正向情緒」幸福感之間

有某種程度相關。 

2.國民中學、小學教師的「先知先覺」智慧與「樂觀」幸福感之間有某

種程度相關。 

3.國民中學、小學教師的「先知先覺」智慧與「生活滿意」幸福感之間

有顯著正相關。 

4.國民中學、小學教師的「先知先覺」智慧與「工作成就」幸福感之間

有顯著正相關。 

（三）國民中學、小學教師的「情感調節」智慧與幸福感之間關係的假設 

1.國民中學、小學教師的「情感調節」智慧與「正向情緒」幸福感之間

有顯著正相關。 

2.國民中學、小學教師的「情感調節」智慧與「樂觀」幸福感之間有顯

著正相關。 

3.國民中學、小學教師的「情感調節」智慧與「生活滿意」幸福感之間

有顯著正相關。 

4.國中學、小學教師的「情感調節」智慧與「工作成就」幸福感之間有

顯著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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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民中學、小學教師的「開放」智慧與幸福感之間關係的假設 

1.國民中學、小學教師的「開放」智慧與「正向情緒」幸福感間有顯著

正相關。 

2.國民中學、小學教師的「開放」智慧與「樂觀」幸福感間有顯著正相

關。 

3.國民中學、小學教師的「開放」智慧與「生活滿意」幸福感間有顯著

正相關。 

4.國民中學、小學教師的「開放」智慧與「工作成就」幸福感之間有某

種程度相關。 

（五）國民中學、小學教師的「幽默」智慧與幸福感之間關係的假設 

1.國民中學、小學教師的「幽默」智慧與「正向情緒」幸福感之間有顯

著正相關。 

2.國民中學、小學教師的「幽默」智慧與「樂觀」幸福感之間有顯著正

相關。 

3.國民中學、小學教師的「幽默」智慧與「生活滿意」幸福感之間有顯

著正相關。 

4.國民中學、小學教師的「幽默」智慧與「工作成就」幸福感之間有顯

著正相關。 

（六）國民中學、小學教師的「豐富多樣的經驗」智慧與幸福感之間關係

的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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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之間有顯著正相關。 

2.國民中學、小學教師的「豐富多樣的經驗」智慧與「樂觀」幸福感之

間有顯著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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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之間有顯著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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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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之間有顯著正相關。 

（七）國民中學、小學教師的「知行合一」智慧與幸福感間之間關係的假

設 

1.國民中學、小學教師的「知行合一」智慧與「正向情緒」幸福感之間

有某種程度相關。 

2.國民中學、小學教師的「知行合一」智慧與「樂觀」幸福感之間有某

種程度相關。 

3.國民中學、小學教師的「知行合一」智慧與「生活滿意」幸福感之間

有某種程度相關。 

4.國民中學、小學教師的「知行合一」智慧與「工作成就」幸福感之間

有顯著正相關。 

（八）國民中學、小學教師的「利益平衡」智慧與幸福感之間關係的假設 

1.國民中學、小學教師的「利益平衡」智慧與「正向情緒」之間有有某

種程度相關。 

2.國民中學、小學教師的「利益平衡」智慧與「樂觀」幸福感之間有有

某種程度相關。 

3.國民中學、小學教師的「利益平衡」智慧與「生活滿意」幸福感之間

有顯著正相關。 

4.國民中學、小學教師的「利益平衡」智慧與「工作成就」幸福感之間

有顯著正相關。 

五、國民中學、小學教師智慧對教師幸福感具有影響力。 

六、國民中、小學教師智慧及其八個因素與幸福感有典型相關存在。 

七、根據國民中學、小學教師智慧與幸福感研究結果，能提供具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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