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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本調查旨在收集護士學生對靈性認知的資料，從而了解他們的認知狀況及

學習需求。 

 

方法：邀請一班入學第七週共 62 人的登記護生，於課前回答「健康心靈」問卷，

共有五個問題，其中三題屬質性：何謂心靈？什麼是健康的心靈？如何可達到一

個健康心靈？採用質性研究分析法處理所得資料。 

 

結果：發現年輕護生對心靈的定義雖然有些混淆，但部份回應與文獻的詮釋非常

相近；護生們都認同健康心靈對人生順境、逆境都起積極作用；身、心、社、靈

是互為影響、互相成全的途徑，幫助人達致健康心靈。 

 

結論：關心自己的「全人健康」，包括心靈健康，是生命教育的一環，更是護生

學習為病人提供「全人照顧」的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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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本調查旨在收錄護士學生對讀性認知l的資料，從而了解他們的認知狀況及學習滑頭。方法:邀前-JH入l}Jm七過共62人

的笠把護生，於i1*í'!可同符「健康心鎧 J IIU卷，共有五個|問題，其 '1'三迎風Tl1t: 何說'1心蠶?什麼足Iil!脹的心;;t?如何可迷到一個健康

心翼? 採JfJ質性研究分析法處理!líJr符資料。結果:發現年幌護生對心鍾的定必雖然有些混淆， {11部份同應與文獻的詮釋非常相近 ;發

生們都認同健康心氫對人生j服頃、逆境綁起積極作用;身、心、址、 2單是.n:1..~~幣、互相成全的途徑，前助人速致健康心鐘。結論﹒

關心自己的「全人健康包病心目單位戚，是生命教育的一坡，單是越~-'}!i!可為病人提供「全人!照顧」的開端。

關鍵個 全人位J，k ~自tl: 健J:.R心y.i

1. 前言

在現代醫療服務巾 r全人健康」、 r全人照

顧」已不再是陌生的理念和服務宗旨。「全人健

康」不是針對病人而言 ，乃指任何個體在身體、心

理、社會及靈性的整全健康(Hospital AuthOli紗， 2∞li

WHO, 1983; 1998; 2∞3) 0 1隨著醫療科學的進步，疾

病的的療和控制越見多元，市民對照療服務需求日

增，致使情護人員面對工作繁重的壓力，病人則面

對消僚和死亡的掙扎，兩省持會在困嗡巾思索生研

意義和人生目標的問題，正反映人都有靈性需要。

護理人口若增進靈性的認知及靈性!照顧的職能，既

可促進憫人的「全人健~J '更為病人提供「全人

照顧J 達致顧己及人的效果行hornton， 2∞8) 。

2. 文獻探討

靈性、靈性照顧及露性教育的探討是跨世紀

的事。自 1983年，世界健康會識已多番討論露性向

度(Spiritual dirnension) (WHO, 1983; 1998; 2∞3) 。至

於護理專業，早至 19世紀護理鼻祖南丁格爾巴倡導

靈性教育是護理教育的重要學科; 20世紀末，西

方護理文獻開始有較廣泛的討論;踏入21 世紀，

美國護士協會將靈性照顧納為護理專業標準之一

(van Leeuwen & Cusveller, 2003; Salmon et 泣， 2010) 。

單性、靈性照顧及鐘性證理的討論和研究亦逐漸出

現於華人社會中(杜明勳 '2003 ; 1哇亮， 2005; Mok, 

Wong & Wo嗯， 2009; Shib et al., 2∞ 1; Tiew & Dru旬，

2012; Wong, Lee & Lee, 2∞8; Wong & Yau, 2010; Yang 

& Mao, 2007) 。

作行機構:香港到11打萊全人健康持級進修'~!I說

綜合界定靈性的文獻記述，靈性是整全個體

的一部分，影響個體的一生;涉及尋索人生的意

義、口標、希望及滿足;與自己、別人和超越者的

結迦;與信仰有闕，但絕對不單指信仰，即使沒

有信仰的人也有靈性龍頭;對經歷病患的人尤其

顯出其重要性(杜明勳， 2003; Luk, 2013; 鄧掉榮，

2∞7; B剖daccl叮10， 2∞8; Fra叫d ， 1963; McSbe叮'， 2006;

McSheny, Cash & Ross, 2004; Salmon et 泣， 2010; Tiew, 

。自dy & Chan, 2012) 。

在軍性教育方面， Shih 等 (2001) 評估台灣護

理碩士課程巾第一惘「噩性照顧」學科的教學效

果，所有學生都表示學科幫助他們反思個人的位值

觀及靈性需要 ，更認識自己不n人的尊嚴， 澄清宗

教儀式的象徵意義和影響 ，從而增強對病患謹性

惜耍的敏感度，並且能泰然地處理病患的鐘性問

題。 Baldacchino (2008) 藉著護理文憑課程護生的反

思報告，評估「噩性護理」學f>11jl元的教學效果。

其質性研究發現學習單元對龍生有三大方面的影

料: (一)認知方面:增進靈性的盯我認識，更重視

自己的整全健康;反省那些健康行為能使自己生活

和捕; (二)省悟方面:不單思索人生騙過的負面狀

況，也嘗試察看其巾的正面意義， ，牌而視為生命巾

的視制; (三)專業方面:龍生能更敏於觀察病人的

盛性í'ß要、病人的調遍反應，從而|胡注病人身心社

訟的整全照顧。許多文獻者I{倡導趣'1電及軍性照顧應

納入經理教育課程內 (B划也∞他的， 2008; Salmon et 瓜，

2010; Tiew, Creedy & Ch凹， 2012; Wong& Yau, 2010) 。

至於臨床質務方面， van Leeuwen 及 Cusveller

(2003) 在廣泛探討相關的臨床文獻後，提議一

套在靈性照顧中的護士職能(Nursing competencies 

for spiritual care) ，職能的首項為自我認織及使用

(Awareness and use of self) ，指出護士在專業設患關
係中，要認誠自己的價值觀、信念及感受，並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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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益性!照顧、聆聽病人的靈性需要。

盟區性教育和臨床質務皆強調護士需要對靈性的

認翔先作自我理解，以此為發展靈性!照顧的基礎。

在持港，已有對在職護士的相關研究(Mok， Wong 

&Wo嗯， 2009; Wo嗯， Lee & Lee, 2008; Wong & Y訓，
2010) ，惟尚沒有在護士學生(龍生)群體中進行，故

此本學院進行此項課前「健康心靈」問卷調查。

3. 方法

2013年初，本研究兩位作者為一班登記護生講

控「全人健康」、「全人照顧」諜，安排課前問卷

制查，誕禮生先完成 r健康心靈J I月卷:

調查目的:收集護生對靈性認知的資料，從而了解

他們的認知狀況及學習情耍。

制查對象: 一班登記龍生，共62人，於高中畢業後

接受兩年醫院護士學校以臨床主導的學徒式

培訓。填寫問卷時為入學第七迎。

工具 r健康心靈們ealthy Spirit)rl~卷 J '共有五個

問題，兩題回hl'l~l: 、 三姐回質性。量性問題

包括 r你認為人打心靈|嗎? J 、「你覺得生

活有意義嗎? J ' I封封閉式選擇題;質性問

題包括 r何謂心趣? J 、「你認為什麼是健

康的心靈? J 、「你認為如何可達到一個健康

的心靈 ?J '周開放式文字描述答題。

工具來源: I哇亮 (2005) 探討醫療工作者對健康心

鍾的有法時使用。該問卷在是次研究通過三

位資深瞥證人員評闕，其內容效度指數為

0.95 。

資料收集方法:問卷-是經證校老師發給全班護生的，

是課前習作，於上課日在堂上交流，學院導

師於課後邀請護生自願交回完成的問卷，共

收得62份 (100%) 。

資料分析:質性問題採用內容分析法，按問答的文

字內容作出分析，取出當中之意義，將有意

義的字義或調進行編碼，繼而分類，鼠，後提

煉出主題。主題經兩位作者共同討論及建致

共誠。

偷頁11考量:問卷是課前習作，龍龍生有足夠時間完

成，並以不記名方式進行。學院導師J於課後

解釋收集問卷的目的，護生以自廠性質交回

了已成的問卷 。

4. 結果

根據問卷回答內容，資料分析如下: 62位證

生中有男生7位(11.3%) ，女生55位(88.7%) 。沒有

宗教信仰的佔39位(62.9%) ，有宗教信仰的佔23位

。7.1%) ，信仰分類見表一 。

去 l 憫人資料

個人資料 數 FI % 
性別 !另 7 11.3 

女 55 88.7 
年齡(歲) < 25 38 61.3 

26-30 17 27 .4 
> 31 7 11 .3 

宗教信仰l 到t\ 39 62.9 
有 23 37.1 
1主持教 16 25.8 
J毛主教 2 3.2 
佛教 3 4.8 
其他 2 3.2 

4.1 j立性問題回應

46位護生(74.2%)回答人是有心益的， 16位

(25.8%) 問答「不知道J 大部分龍生覺得生活有

意義， 1位無回答。有 16位護生(25 .8%)回答 「不知

道J (見表二)。

去2 ht1'1:問題回答

~1t性問題 數 1-1 % 
你祕犯人有心軍l嗎?

千T 46 74.2 

。 。
不知l泡 16 25.8 

你12符生活有意義的?

沒有 。 。
少許 4 6.5 
J在程度有 16 25.8 
很大程度有 31 50.0 
極有 10 16.1 
j側面l答: 1.6 

4.2 質性問題回應

62位護生中46位有l可答質性問題， 16位沒回

答，因為選「不知迺」人有沒有心靈的便不需

回答質性問題。 46位龍生回答中的文字描述，其

字義和數量經分析及組合成主題(themes)和分類

(categories) ，括弧內的數字表示同義旬或祠的出現

次蝕。

4.2. 1 (iiftrJ,f)if1? 
龍生們描述 r心鐘J 是指人內心的、精神的世

界;與心理相關的辭~ r思想」、「感受」用得最

多，甚至將「心理」等同「心靈J 亦指出心靈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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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合形成的，整體中的一部份，與信仰相關。心湛

的功能包括:能使人得支持，影響人的生活行為，

是智慧的來源，及建致與人與己結迎的狀態。(見

表三)

表3 何謂心益

主題

內在的( 23) 
心郎的( 41) 
組代的( 4) 

{汀伺1(2)

{ï支持( 8) 

分期

內心(11) ，精神(8) ，心 1 \1(3) ，核心(1 ) 
恩怨(23) ，感受(13) ，心J!ll(5)
身心扯鐘迷至平衡(2) , 
IÍI先天i:t質加上後天經驗所界推出(1) , 
心茲的1'Í後1.~愛、 l可信、知識rrr迪立(1 ) 
有穩定信仰(1) ，信仰上的支持(1 ) 

人的約相11支持(4) ，約相IJf二 、~性上的滿足(1 ) 

生前待到滿足( 1) ，能促使 n己成長的ο)

ut~巒力(6) ~~智人生活的方式(2) , l~巒憫人行為(2)

調節I手足們的身心狀況(1) , 
按制一例人的外在行為( 1) 

f'l!~來源( 4) 能分辨J寄:每(1) ，自我的評價(1) , 
心巾的小約~(I) , 
出先天白質力11上後天經驗JWfPI~I Ij (I)

與已與人給迎(5) 能與他人交流，順從自己的心(1) , 
知道自已有倒也!法(1)' ~'ÜE的我(1)

感受及施予關心及關懷(2)

4.2.2 崑適當是錯康的心IR?

46位護生對健康J心益的描述可以歸類為六項特

徵。綜合而言，最多護生們認為擁有健康心靈的人

是抱有正面樂觀的態度;有I~日懷表現;生活有滿

足、前泰、平安等和諧感;良苦-行為是健康心靈的

表徵;而且生活是有ï'i可缺的，包括有目標、有希

望。不少龍生提及應對壓力、困難的抗逆能力。

(見表四)

表4 健康心鍾的特徵

主題

正面樂觀( 30) 
開懷( 14) 
肩1諦(21 ) 

良苦(9)

行 lì可缺(3)

抗逆力(14)

分第1
正面恩怨(20) ，樂敝(7) ，積極(3)

喜樂(5) ，關心(5) ，心境IJH flJl (4) , 
身心盛滿足(7) ，身心舒泰( 5) , 

良好人際關係(4) ，平安(3) ，身心平衡(2)

彼此分享與胸懷(3) ，行J導(3) , 
體諒同怕別人(2) ，擠已(1 ) 
有H標(2) ，有希望(1 ) 
能立i曳)堅力(4) ，串串化|村嫌(4) , 
自我檢討(3) ，過U!l\J}l1'!(2) ， 自助求助(1)

4.2.3如何可釐封一館館膨l~'iIl ? 

至於如何可達到一個健康心噩， 46位護生描述

了多方面的途徑，嘗試循「身心社誣」之全人健康

概念歸額如下，見表五。

4的可迷到健康心益的途徑

身IID 1:( 8) 身鮑健康(3) ，有足夠的休息(3) , 
過itt迎動(1) ，飲食均衡(1)

心踩上(49) 正而赦組'H1i(12) ，少您只而的'Jl、舒1!IWI) , 
保持心m闊別(8) ，多方F戶~(5) , 
困境巾闕化、調守住(5) ，控制的絡(2) , 

知足。) ，接受現1'r(l) ，行問題上動求助(1) , 
有安靜空間(1) ，了解rI已(1)

11:袋上(24) 多與人交流分字(17) ，健康的性交生活(5)

包容/愛/為l膛。)

盟盛們:上( 15) 有生活目標(5) ，尋找白己生命的 11標及意義(1)

對未來持打希望(1) ，宗教仿仰(5) , 
導從道德標准(1) ，人生的自行(2)

5. 討論

在重tt問題中，雖然有 16位(25.8%)龍生向客

r不知迺」人有沒有心靈，但沒有人還可恥，表

示這群龍生對「心靈」認誠不多，卻持開放態度。

他們在生活意義的程度上也沒選「沒有J 表示都

覺得生活有意義，只是程度土有不同。選「很大程

度有J 或「極有」的佔41人(66.1%) ，擷示大部分證

生對生活持正面看法。

可 l 伺詣JÌ;、話?

護生們不少以「心理」的桶義來描述「心

拯 J 這是因為兩者意義有相近之處，需要掌握

相當知識才能區分清楚。心理是人接受環境刺激

的心智反應過程，莎及思維、知覺及情緒(杜IYJ

勳， 2003; 陸亮， 2005) 。文獻定義「心靈J 或「遍

性J (spirit或soul)為:人對生命最終所堅持的信念

或信仰，涉及人生意義和目的，終極價值和與上天

真相11的結連(杜IYJ勳， 2∞3; 陸亮， 2∞5; 鄧悼榮， 2007;

Baldacclúno, 2∞8; McSheny, 2006; McSheny, Cash & 

Ross, 2004; Mok, Wong & Wong, 20的; Salmon et 泣，

2012; Tiew, Cre吋y & Chan, 2012; Wong & Yau, 2010) 

龍生回應中提及的內在、被合、信仰、有支

持、智慧來源、與己與人結迎的主題，其同義何

或詞也現次數雖然不多，但與文獻定義有不少相

類之處。其中的「結迪J ， Salmon 等(2010)在本科

龍生入學後第三週及早業離校前三週進行質性研

究，由比較兩時期來探討龍生在露性理解的演變。

結果顯示40% 護生在入躍和l敵校有I~以 r與更高力

量結過 (Connecte曲的 to a higher power)J 為首位的

主題(Theme) ，結過是這群體的基本信念。由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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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本問卷調查的音I~份禮生對心靈有相當理解，只

是，簡單的問卷形式未足以深入探討其結迪對象是

甚麼， {且文字回應巾包會了與自己、與他人的結

迎，從而可以澄清自己的思想、得到支持和智慧。

Mansfield, Mitchell 及King(2002)描述「結迎」使人

超越孤湖之身，感覺不是單獨一人;並發現具體行

動以外所隱蔽的意義。

人生信念、價值觀、生存意義和叫的是軍性

的普遍定義，但學者們同時指出靈性的界定是憫

人化的、獨特的，強調遍性是經過生命內背而領

悟，是融合個人經驗、智慧及歷練而學習體會出來

的人生態度及生存意義(杜明勳， 2003 ; 鄧悼榮， 2007;

McShe呵， 2∞6; Wong, Lee & 1肘， 2∞8) 。這些見解可

以視為靈性的尋索過程和結果，生命內省和體會是

過程，悟出人生信念、價值觀、生存意義和目的是

結果。盼望證生們以問卷習作為起點，在靈性課題

上逐步長逛。

52 其酪學權康的心誼?

許多龍生認為正面樂觀、開懷、和諧、良善、

有前景是反映健康心靈，這些主題都是容易觀察的

外顯表現，與幸福美好生活相關。國於「和諧」

主題的類同詞句共 21次，僅次於「正面樂觀J (30 

次)， Wor毯， Lee 及 Lee (2008) 提出維持和諧及平衡

是華人文化中靈性的核心，與靈性力量和諧相處是

美好完滿生命的要素，龍生間應巾的可日諧」 主題

與文翩起一致的。

另一主題 「抗逆力」是迎向逆嵐的質素，其

同義旬或詞的出現次數不少(14次) ，也位得討論一

下。抗逆力是應付困境、壓力的力量，具提升與轉

化生命的能力，使人超越困境，鹽1草人生，棋生活

更有意義(杜明勳， 2003; 陸菇， 2005; 鄧悼榮， 2007) 。

上文引起ß過Salmon等(2010) 的研究，除了「與更高

力益結迪」的主題外，另有五個主題都在龍生入

學和雕校時提及的，包恬:獨特憫人的(Individual/

Uniqueness) 、渡過陸Brlll幸免J(getting through times of 

s廿四s) 、抉擇峙的指引或道德標準(Guide的10rals for 

decision making)及|盼望(Hope) 0 r抗逆力」和「渡過

困姐時刻」娃類同的主題，可見年輕的龍生們也體

會「抗逆力」是健康心靈的重要質素。文獻敘述顯

示靈性使人感到有希望、結迪、心內平安、安慰和

支持，這些質素成為個帥的內在資源。nnerresoW'臼)

例orrison-V過e， 2005; Wong, Lee & Lee, 20個)。

若將矗性定義和健康心靈串連，追尋人生信

念、的值觀、生存意義和目標的過程就是給生活或

生命一例哩!由，然後能夠跨越生命中的逆境，正如|

哲學家出系的名言 r宙人發現了為抖麼生存峙，

他就有能力去承受任何困苦! J (H巳 who has a "why" 

to live for bear wi出 almost any "how".)σish & Shelly, 

1978) 。相信古今中外人士，包括龍生們都認岡健

康心翼對人生順墳、逆塌的積極作用。

53 仰和I司以捧到一個fi~Jj賞心諒?

龍生提出建致健康心靈的特種途徑，可以歸納

成凹個主題，正是「全人」概念中的身體、心理、

社會、益性四方面，由此可見，全人健康的四向度

是互為影響、互相成全的。健康生活習慣周身體向

度;思維及情緒控制國心理向度;與人交流分享聞

社交向度，類岡詞旬出現最多(1 7次) ，護生認為可

以藉此向師長學習、得友伴支持而建致健康心靈，

這與一般年輕人重視群體活動的現象相乎。有生

活目標、尋找生命意義及人生自省的詞旬圖靈性向

度;至於宗教信仰、遵從道德標準的敘述與價值觀

相關，跟靈性的滴義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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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答如何達到一個健康心靈，部份護生所

用的詞旬甚為深入，例如:人生自省、遵從道德

標準。基於「心靈」是融合個人經驗、智慧及歷練

而學習體會出來的人生觀和信念，個人成長背景、

學歷、生活經歷、信仰及工作經驗等因素會影響亟

性意誠的發展。這i彈護生年齡有明顯的差跎(主25

至三 30歲) ，他們的生活經歷及工作經驗應有相岱

的差異。可是， Tiew Creedy及Chan (20 1 2)指出年紀

與健康心靈沒有必然成正比，他們的研究發現:證

生不閃年齡而更加函性，卻|妞年齡而對靈性有更深

入的領悟，這正表IUJ r心單」成長是內有探索的功

課。

6. 總結

本問卷調查的目的是嘗試對一群護理新苗在健

康心盔的認知作初步的了解，結果發現證生對健康

心靈的概念雖然有些混淆，但部份阿/j血與文獻的詮

釋非常相近。整體而言， J~r提供的資料甚為盟宮，

可以大略了解誕生的認知狀況，有幫茵定軍性課題

的學習目標。對龍生或任何護理人員而言 ，關心向

己的「全人健康J 包括心靈健康，是生命教育的

一瑣，更是為病人或家屬在生老病死的生命旅程巾

提供「全人照顧」的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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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erception of heaJthy spirit of a group of student 

enroUed nurses in Hong Kong 

Swn Fok Leung L叫〈

Abstract Aim: This stlldy aillls to collect infonnation about the 

perception of healthy spirit nf stlldent nurscs so as to understand their 

perception and the learning nceds. Mcthod: A group nf 62 student 

enrolled nurses in their 7 weeks after cOlllmcncement of their school 

study was invited. Before attending a holistic c缸它c\ass，自ey were asked 

to fìll in a 明開Ithy Spirit" questionnaire. Three out of 5 questions were 

of qualitative nature: What is a spirit? What is a healthy spirit? I-Iow 

can we achieve a healthy spirit? A qualitative approach with content 

analysis was adopted for data lUl訓"的 Findings: Though 出1S group of 

young student n山古的 may have some confusion about the defìnition 

ofspirit‘ part of the responses wcre Illostly similar tn Ule inte巾retatton

found in literature. They acknowledged thal a hcalthy spirit is impo此創I

1001頂's life whether in good and diflìclllt times. Physical, psychosωial 

and spiritual aspects were inter-related and ∞mplemented onc anothcr 

in achi的ing a healthy sp叮i t. Conc\usion: Caring about own “ holistic 

healUl" including spiritual health is one aspect of life education, which is 

also U1C beginning of student nurses in providing “holistic care" to their 

patlents. 

Key words I-Iolistic health spirituality bealthy spir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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