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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性、靈性學習與靈性照顧之探討
黃秀娟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學系生命教育碩士在職進修專班研究生

一、前言
隨著科技的發達及醫學的不斷演
進使得人壽命越來越長，但放眼現代
人的生活都是被 3C 產品綁架，人與人
之間的關懷和互動已經不再被重視，
更遑論自我靈性的學習而達到終極關
懷的面向，除了名利的追求外現代人
的心靈健康普遍是不足的。如何透過
靈性的學習及省思來提升自己應該是
每個人要關注的問題.醫學相關研究
發現，許多疾病的罹患與內在心靈有
關，當個體缺乏生活的目標與追求生
命意義的動機，較容易產生負面的情
緒。靈性健康較滿足者其罹病率死亡
率相對較低，而生活品質自覺健康狀

的意義與價值，即個人透過生活中各
種關係的體驗，自平凡中萃取人生的
道理（劉淑娟，1999）
。靈性是「個人
對生命最終價值所堅持的信念或信
仰」
，靈性其實也是一種哲學觀、價值
觀並說明個人生活、社會及精神之意
義與目的（杜明勳，2003）
。宗教上所
稱的靈性，是追求高尚品格或聖潔的
境界。諸多學者的研究中認為:生命的
活動就是靈性的表現，依生命型態的
不同靈性有高低程度上的差異。有關
心理、精神、思想、心靈，有別於物
質上的一切亦是靈性的意涵。一個完
整的生命體應該包含身、心、靈三個
部分，身是形體心是心理感知而靈性
是超越感知的高層次生命向度，需透

態與幸福感則相對越高。因此個人如
何透過靈性的學習而能成為自己生命
的主人，是很重要的課題。而如何運
用自己的學習來照顧及幫助身邊的人
也同樣擁有靈性健康的照護，更是我
們應該深思的問題。

過自我的覺醒與實踐才能感受它的存
在。亦可透過自我的對話喚醒內心慈
悲､愛與勇氣，對生命深刻體驗進而關
懷他人，體驗生命的意義。

二、何謂靈性
「靈性」是個人對生命最終價值
所 堅 持 的 信 念 或 信 仰 (O'Brien ，
1982;Speck，1998)。靈性是無法單獨
以個人的生命來運作，他是一種關乎
個人與世界不可分割的連結方式。趙
可式（1998）整合多位學者的看法，

靈性學習為透過個體主觀經驗學
到的靈性知識及其蘊含，進而追尋生
命意義及外在平衡的過程，以整體系
統觀感知生命、察覺自我，並從中學
習自我的生命意義（鍾宜諠，2008）。
靈性學習在追求知識的理性層面時，
同時融入感性的層面與情義、認知、
潛意識等領域相結合。

將靈性定義為一個人思考存在的意
義，其包含有人內在豐富的源頭和意
識體會到存在的意義與價值。靈性是
個人透過自我超越的方式體會到人生

Merriam (2004)認為大多數學習
理論都包含行為改變和經驗兩種概
念，並將其分為行為主義、認知主義、

三、靈性學習之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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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本主義、社會學習、建構學習等五
個導向的學習理論。
（１）就行為主義
導向的靈性學習應該是外在環境中的
刺激而產生行為的改變，是一種行為

四、靈性照顧之意涵

目標能力取向的教育（2）認知主義導
向的靈性學習，是將生活經驗重組用
心去領悟周遭的事物賦予的新意，透
過心智過程的理解經過思考，達到自
我改變（3）人本主義導向是從人類成
長的潛能觀點出發，著重在個人內在
的學習動機，以自我實現為目標（4）
社會學習導向則是假設所有的學習，
都是透過社會互動觀察他人行為而慢
慢累積的，至於是否成功或失敗就要
看個人內在的動機。（5）建構主義認
為知識是由個人以社會生活方式，參
與談論或活動時所建構，意義是對話
的過程所創造的，學習必須在引導者
的帶領下認識文化，了解與談論世界

義則重於個人心靈困擾的解決。北美
護理診斷將靈性照顧界定為:「緩解病
人心理困擾的照顧」
，主要的範圍侷限
在照顧個人的「心靈困擾」（杜明勳
2007）
。靈性照顧所面對的議題，包括
身、心、社會模式及對死亡的迷思，
如何轉換其經驗為正向感應或證悟超
越的深、心、靈模式，並透過實際的
修持過程提升內在的力量，感應靈性
存在，進而超越身體的障礙與心理的
困頓（黃建勳等，2011）
。個人認為靈
性照顧不應該只限醫護人員對於病人
或老人之照護，應可擴及至自身周圍
的人。透過自我靈性學習自我啟發
後，用同樣的方式去對待影響身邊的

及現實(Merriam 2004)，是一種經驗與
自發性的學習，觀點轉化和反省性的
實踐。

人，有醫學相關研究指出病人的靈性
需求有以下幾類:宗教的力量、家人的
陪伴、完成生命任務、感受自然及正
向的態度。這些都是可以透過傾聽與
陪伴來協助完成，傾聽的原則有以下
幾點:明白話語的意義、避免先入為
主、焦慮、防衛，而傾聽的層次應有
聽得懂說出的話，了解內心沒說出的
話及沒說出而對方自己也不知道的

靈性學習 有別於一 般知識的 學
習，它潛藏在生命中的不同階段，無
聲無息地觸動我們的內心深處，唯有
自己深刻的體認才能喚醒封閉的心靈
及潛意識。目前坊間亦有許多靈性學
習的課程目標在追求靈性的成長，以
「活在當下」為內涵運用心靈或強化
心念，藉由自我肯定全然接受自己。
其課程的目標及方法是藉由各種技巧
的運用，探索自己人生的各個面向，
尋找內在支持的力量整理情緒與思
維，達到擁有喜悅的人生、過靈性而
富裕的生活、與大自然和諧共存。

廣義的靈性照顧實際上包含個人
身體、心理、靈性三方面，狹義的定

事，需要擁有敏銳的心並運用感官體
察他人真正的態度和情感，專心聽、
注意觀看表情、留意語氣、運用同理
心以自身的力量協助身邊的人找到生
命中的意義，體認生命存在的價值。
靈性照顧 涉及個人 對自我的 評
價，每個人都有權利成為一個被肯定
的獨特個體，其價值觀、信仰及生命
的觀點亦同。而其原理乃是無條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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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病人的存在狀態、價值及尊嚴，
接受他們的信仰、疑惑及焦慮的行
為，可以說是人類表達愛的最高形
式。良好的靈性照顧應該以身體舒適



照護為基石，減少病人因疾病帶來的
生理不適，使其明白疾病可能帶來的
影響。協助病人調適身心狀態，以關
懷、包容、信任與尊重，傾聽他們的
需求，使用生命回顧、音樂或繪畫治
療、宗教力量、冥想等方式，協助個
人達到心靈的平靜。在一個安全、被
肯定和被愛的環境中用最人性化的方
式照顧(杜明勳，2008)。

理雜誌，51（5），78-83。

誌，50（1），81-85。




透過對靈性的認知進而進行有效
的靈性學習，協助自己與他人態度價
值的轉念緩解心靈的困擾，放下困擾
的執著。關懷、包容、信任與尊重是
靈性照顧的核心，從個人生存意義看
法上去改變思想，帶動個人態度更新
而達到心靈安適，在感恩中珍惜及時
愛與被愛，不要等到身邊的人老了或
病了才覺察到靈性照顧的重要，從現
在起就把這些愛在日常生活就散播給
周圍的人，使整個社會都能充滿靈性
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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