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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背景與目的：台灣將近 30%的人有失眠困擾，需要使用藥物者高達
17%，可見失眠不僅是現代人普遍困擾，亦是潛在影響健康的重要因
子。能量療法係運用生物能量場觀念，例如：氣功、靈氣（Reiki）
等，對病患實施治療，以戰勝疾病，療癒身心。本研究將以靈氣作為
輔助醫療，探究使用靈氣是否能協助個人在生理及心理穩定平衡，提
昇自癒力，釋放負面情緒能量及工作壓力，進而擁有良好的睡眠品質。
研究方法：本研究採用準實驗法，研究對象為中部服務業公司員工，
以隨機方式分成對照組 (11 人)，靈氣組(11 人) 及音樂組 (11 人)，
進行八週連續八次靈氣與音樂介入性措施，所有受測者於介入前後接
受 SF-36 台灣版量表、匹茲堡睡眠品質量表及過勞量表檢測。
結論：經過八週活動後，靈氣組與音樂組在工作壓力與個人壓力方面
達顯著降低，且靈氣組表現勝於音樂組，對照組則無顯著差異。靈氣
組在自覺健康方面相對於對照組，有較為明顯提升；此外，匹茲堡睡
眠品質部份，靈氣組與音樂組睡眠品質皆有進步，靈氣組實驗效果勝
於音樂組。
討論：靈氣與音樂皆能改善員工睡眠品質，降低個人與工作過勞。雖
靈氣組效果優於音樂組，但由於音樂較容易取得，而靈氣需專業老師
帶領，故經營者可於休息時間鼓勵員工聆聽音樂，釋放工作壓力，改
善睡眠品質及提升自覺健康。研究結果可提供公司行號、人力資源管
理者、政府單位與學術研究之參考。

關鍵字:靈氣、能量療法、壓力、睡眠品質、自覺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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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and Objective: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stress for people
due to competitive and nervous work and life. According to the
investigation, percentage of people under 30 had insomnia troubles, and
critical ones who needed medication even percentage of 17. Thus, the
insomnia does not only generate the troubles but also effect healthy to
people. The therapy of Energy Medicine takes the idea of biofield, such
as breathing technique therapy and Reiki therapy. They treat people for
disease and mental health. In this paper, the Reiki is taken to assist for
medical treatment. We determine whether the Reiki is helpful for
physiology, psychology, self-healing, releasing the depression and stress
from work. Furthermore, we expected that Reiki therapy can make
people have better quality of sleeping.
Research Methods: The objects are the employees in a company of
service trade in the paper and experimented by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
They are grouped into three classes, i.e. comparison class, Reiki class,
and music class, by random. We took Reiki and music therapy for eight
weeks. All experimental subjects took the SF-36 table, Pittsburg Sleep
Quality Index (PSQI), and burn-out table during Reiki and music
experiments.
Conclusion: After finishing the experiments for eight weeks, people who
took Reiki and music therapy can releasing the depression obviously.
Moreover, the results of Reiki therapy are better than the music ones.
V

People who did not take any therapy had no improvement for their stress.
The result of self-healing by Reiki therapy is also better than the others.
The results of PSQI by Reiki and music therapy are also improved, and
the effect by Reiki therapy is better than music therapy.
Discussion：In this paper, we show the Reiki and music therapy can make
people have better sleep quality and releasing the depression. The effect
by Reiki therapy is better than music therapy. It needs professional
people for the Reiki therapy. However, people can listen to music
everywhere. The results in this paper can be consultation by general
companies,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government entity, and
researches. The managers can also make their employees listen to music
at the rest time for improving releasing depression, sleep quality and
self-healing.

Keywords: Reiki、Energy Medicine、stress、sleep quality、self-hea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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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現代人面對職場環境益趨競爭及緊張狀態，工作壓力接踵而至。
根據臺大醫院調查統計，台灣有將近30% 的人曾有失眠的困擾，其嚴
重程度達到需要使用藥物者高達17%（李世滄，2007）。可見失眠是現
代人生活上普遍的困擾，也是潛在影響健康的重要因子。台灣睡眠醫
學會(年)統計，台灣至少600萬人有睡眠障礙，超過人口四分之一，其
中，入睡需要三十分鐘以上的慢性失眠者，連續失眠超過一個月的人
數就高達250萬。台灣根據健保局統計，台灣一年吃掉的安眠鎮靜藥丸
超過十三億顆，健保支出藥費早突破十億元，且年年成長。過去研究
指出失眠可能造成憂鬱、焦慮、藥物濫用或依賴及自殺等嚴重的後果
(Taylor et al., 2003)。
根據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 於
2003 年的全美國睡眠狀況調查資料指出，美國每年有五千萬至七千萬
人受到睡眠障礙的影響(Buscemi et al., 2004)。可見失眠是現代人生活上
普遍的困擾，也是潛在影響健康的重要因子。
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ILO）於2000 年中
的一項調查報告中指出，在美國，英國，德國，芬蘭和波蘭等國，每
1

十名員工就有一人遭受焦慮、工作壓力或倦怠的情境之苦；該調查報
告也顯示，在近十年間，科技的進步、全球化的趨勢、組織的重組、
公司政策的不穩定以及工作負荷過重或工作的不安全性等等，都是造
成職場壓力（workplace stress）的原因，可見職場工作環境對於員工個
人的身心健康影響甚鉅。
能量療法(Energy Medicine)係運用生物能量場(biofield)的觀念，對
病患實施治療，例如氣功、治療觸診 (Therapeutic Touch)、靈氣（Reiki）
等 (National Center for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NCCAM, 2007)。靈氣代表一種存在於宇宙天地間的能量，可以戰勝疾
病、療癒身心。與治療觸診同樣地，也是藉著將治療師的手掌放置於
身體部位，來達到區域治療或整體平衡，進而達到使頭腦平靜、提昇
生命動力、恢復身心靈健康的正面效果（荷田，2006）。
Thomas 及Coleman(2004)的研究指出，62%的英國人使用輔助與
另類療法(alternative medicine systems)，主要是針對治療疾病且已先看
過西方醫療，34%的人則希望增進健康狀況或預防疾病。澳洲MacLeann
的研究則發 現34.6%的人希望預防疾病、17.8%則希望治愈疾病及
31.3%的人兩者都有。
研究發現，壓力、疲勞、失眠、頭痛、焦慮、疼痛等的舒緩上，
靈氣似乎確實有所幫助 (The Reiki Healing Connection, 2008 ; Nadia, et
al.,2012)。在美國及歐洲地區的許多醫院，已大量採用靈氣為另類治療
2

的方式。www.reikiinhospitals.org網站列出採用靈氣治療的醫療院所名
單 (Reiki Improves Heart Rate Homeostasis in Laboratory Rats,2008)。靈
氣治療標準化流程的制定是可以安全無慮的使用，是一套可以進行另
類治療的方式 (Mansour, Beuche, Laing, Leis & Nurse, 1999)。當然也有
出現針對靈氣療效提出無效的實驗，美國Samuel, Shifltt, Sangeetha,
Champa, Pamela, & Sandra (2002) 針對中風病患施予靈氣對復健是沒
有效果的，而在2008年Assefi, Bogart, Goldberg, and Buchwald等學者針
對纤維性肌痛的患者做出實驗，結果也顯示靈氣治療對纖維性肌痛患
者是沒有改變的。
多數期刊與論文指出靈氣治療的療效成果報告中顯示確實是有療
效的，這期間對動物的實驗得到驗證，對實驗室的老鼠施加噪音的壓
力 之 後 實 施 靈 氣 治 療 對 心 跳 的 穩 定 度 是 有 效 的 (Balwin, Wagers,
Schwartz, 2008)，但尚未對工作人員以非侵入式靈氣療法進行比對的研
究，而使用靈氣治療降低阿茲海默症在一些行為上，及記憶的問題是
有改善的效果，照顧者可以使用靈氣做為輔助治療並可以得到一些效
果，並得以減輕醫療上的負擔(Crawford, Leaver, Mahoney, 2006)，故引
發本研究對靈氣治療成效的好奇，並試圖藉由靈氣來改善職場上工作
人員工作壓力與睡眠品質，做為研究的方向。本研究擬針對工作人員
實施靈氣治療，探討其在壓力釋放與睡眠品質上的成效。
然而單一就靈氣有效性在不同的期刊中發表意見相左，音樂輔助
3

療法是一種不昂貴，不具侵入性的治療措施，不僅不具傷害性而且副
作用極少（賴惠玲＆Good，2002）
。加拿大音樂輔助療法協會(Canadian
Association for Music Therapy, CAMT)的定義：『用音樂幫助個人生理、
心理和情緒的統合，處理疾病和殘障，可用於各年齡層和多樣化的處
理』
（施以諾、江漢聲，2003)。聆聽古典音樂的亦有助於改善睡眠品質
的問題(Harmat L, Takács J, Bódizs R. , 2008)。
音樂對於壓 力紓解 亦有幫 助，藉 由音樂療 程可以 使壓 力減輕
(Suzanne B. Hanser, 1994)。因而選擇音樂為實驗的另一個模組，來比較
實驗後產生的結果為何。就上述而言，我們推測施做靈氣加上聆聽音
樂可以比單純聆聽音樂的效果會更加顯著。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本論文的研究目的主要對象中部地區某公司服務業工作人員，藉
由實施靈氣治療, 提供經營層對其工作人員在壓力釋放與睡眠品質上
的關聯。

1.2.1研究目的
根據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目的為：
(1) 靈氣介入對工作壓力釋放之成效。
(2) 音樂介入對工作壓力釋放之成效。
(3) 靈氣介入對睡眠品質改善之成效。
4

(4) 音樂介入對睡眠品質改善之成效。
(5)靈氣介入對自覺健康提升之成效。
(6)音樂介入對自覺健康提升之成效。

1.2.2研究問題
本研究希望回答以下問題：
(1)

靈氣組（組內）執行靈氣前與執行靈氣後的個人與工作過勞釋
放與睡眠品質改善差異為何？

(2)

音樂組（組內）聆聽音樂前與聆聽音樂後的個人與工作過勞釋
放與睡眠品質改善差異為何？

(3)

對照組（組內）無執行靈氣與音樂前、後的個人與工作過勞釋
放與睡眠品質改善差異為何？

(4)

靈氣組（規律執行靈氣）執行靈氣後自覺健康成效為何？

(5)

音樂組（聆聽音樂）執行聆聽音樂後自覺健康成效為何？

(6)

對照組（組內）無執行靈氣與聆聽音樂後自覺健康成效為何？

5

第三節 名詞釋義
1.3.1 靈氣
靈氣Reiki這個字可分成2部份，一個是「Rei」，另一個為「ki」。
Rei字面意義為天國的神靈、鬼魂、靈魂，代表宇宙的能量。Ki等於中
國的「氣」
，代表生命活力的能量。靈氣所代表的是一種平衡的宇宙生
命活力的能量。遵行臼井靈氣五原則---對所有一切心懷感恩、不擔憂
恐懼、不生氣、誠實地工作、和善對待每一條生命 (Grace & Harvey合
譯, 2011)。
靈氣（Reiki）」這個名詞原本即來自於日語中的「靈氣」，靈指的
是宇宙之中充滿的生命，氣指的是能量，靈氣的運用，即是活用「來
自宇宙的治療能量」(土居裕，2011)。

1.3.2 睡眠品質
睡眠品質的定義是指個人評估其睡眠相關特性是否能滿足個人需
求的程度。評估睡眠需包括三種特性 (Buysse et al., 1989)：
( 1 ) 質：主觀陳述對睡眠品質的評價、睡眠中曾發生的困擾以及睡
眠充足感。
( 2 ) 量：睡眠時數長短、睡眠潛伏期的長短以及睡眠效率。
( 3 ) 睡眠相關者：使用安眠藥、白天的疲憊程度等。

1.3.3 工作壓力
Hans selye（1981）將壓力定義為「身體對於任何加諸於上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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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反應」，此所謂「不特定的反應」乃指身體對某一特定的壓力來
源，自動、本能的一種反應（黃英忠，2001）
。壓力源（Job stressors）
是指存在於工作環境中可能構成壓力的因素；這些因素透過個人的認
知，並經由其他非工作因素的緩衝及強化等影響，所造成個體壓力生
理和心理反應，當壓力過大時，個體就會轉化為壓力疾病（郭建志、
陳智遠，2009）
。Jamal（1990）定義工作壓力為『個體面臨某些工作
特性威脅時所引發的反應』；指出工作環境對員工過度要求或員工無
法完善處理特殊情況時，會產生工作壓力。Kahn & Quinn（1970）定
義工作壓力為來自工作任務方面令人感到困難的或有害的特別要求。
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 ( 2007 ) 以現代的觀點將工作壓力的
來源歸類為以下五大因素：
（一）工作環境：環境、照明、通風、噪音、輻射等物理性危害因子；
有害或危險性的化學物質；潛在的生物危害因子如：細菌、各
種病毒、感染源。另外如：需日夜輪班、長時久站、長時間集
中心力等的工作特性也會造成不良的心理健康影響。
（二）個人工作要求與可控制性：對個人與工作品質的要求的高低。
（三）性格：越有責任感、做事越細心、A型性格的人。
（四）個人人際關係：工作夥伴、主管、朋友及親戚，人際關係可以
緩衝職場壓力，但也可能因職場人際衝突而加深壓力感受，當
工作要求與家庭或社交生活發生衝突時，也會造成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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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組織與管理：員工感到工作負荷重，或工作經常有不安全感與
焦慮，缺乏彈性與不合理的管理制度，不斷的增加工作量與行
政責任，都可能導致衰竭。
工作壓力是個人與環境相互作用下的產物。以個人特質為主，研
究探討個人壓力感受與健康反應上的差異性，著重於個人背景、人格
特質、工作動機與態度、因應模式(coping behaviors)等個人因素的分
析；以此研究所建議的預防策略往往較傾向個人心理壓力的因應管
理，如運動、休息、靜坐、瑜珈、態度認知及另類療法上的調整改變
等 (陳秋蓉、鄭雅文、胡佩怡，2004)。由於經濟競爭力加劇， 雇主為
降低勞動成本， 往往採行勞動彈性化或裁減員工等措施， 加以全球
失業率偏高， 因此勞動者的勞動密度提高， 工作壓力增加， 導致因
工作之過勞所引起之疾病或死亡也日益增多(王惠玲，2005)。我國勞工
安全衛生研究所在2009年3月編製的「過勞自我預防手冊」對過勞定義
為「一種身心耗弱狀態，是長期處在高度心理壓力之下產生的壓力反
應」。

1.3.5 自覺健康
自覺健康表現以SF-36 為測量工具，SF-36 健康量表的問卷型式
簡單，且概括生理及心理情緒上健康狀態的評估，SF-36 健康量表目
前被廣泛應用在各種健康層面的研究上，包括一般族群、老年族群、
8

疾病別族群之研究和臨床試驗等 (Ware, 1993)。每個量表分別以數個
題目來評估， 屬於封閉式問卷（closed questionnaire），即各個題目
皆設計為格式化之敘述和選項，以勾選方式回答問卷(李采娟、劉秋
松、林正介、李毅達、賴俊雄、李佳霙，1997；Ware, 1993)。八個健
康狀態的量表計分經轉換後，分數範圍介於0 到100 分，0 分表示健
康狀態最差，100 分表示健康狀態最佳。從涵蓋的次量表來看，SF-36
可謂是一套綜合生理、心理及社會健康狀況評估的工具。

1.3.6音樂
本研究提出使用的音樂係指Richard Clayderman 2012 The finest

tunes的鋼琴演奏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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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第一節

文獻探討

另類醫學

世界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 於2002年提出傳統
與另類醫學的全球策略，其目的在確立傳統醫學及另類醫學發展應有
的地位。該組織對輔助及另類醫學之定義是：泛指治療方法
(approach)、操作應用(practice)、知識及信念，包括植物、動物、礦
物為主的醫療、心靈療法、操作技術及運動。但最廣泛被使用的定義
則是來自於1998年成立的美國國家輔助及另類醫學中心 (National
Center for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NCCAM)，它定義
輔助及另類醫學是指一群不屬西方正統醫學的醫療，其中包含了各式
各樣的醫療及健康照顧體系、執業方式與產品。又由於世界各地的輔
助及另類醫學的種類玲瑯滿目，所以NCCAM將其劃分成5大範疇：
(1) 另類醫學(alternative medicine systems)泛指有完整之理論基礎
和臨床實務，如中醫、順勢醫學及印度醫學。
(2) 身心療法(mind-body intervention)泛指促進心靈能力之療法，如
藝術療法及祈禱。
(3) 生物療 法(biologically based therapies)泛指利用 自然界 之物
質，如草藥及健康食品。
(4) 操作及身體療法( manipulative and body-based methods)泛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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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或移動身體之操作治療，如整骨和按摩。
(5) 能 量 療 法 (energy therapies) 則 分 兩 類 型 ， 一 為 生 物 場 療 法
(biofield ) 利用能量來治療， 如氣功和靈氣(Reiki)。另一為生物電磁場
療法利用電磁之能量來治療(bioelectromagnetic-based therapy)，如磁療。
從美國醫學院的一項研究顯示，另類醫學的臨床醫生在 1994 和
2010 之間會成長88%，但相對在西方醫學之臨床醫生只成長 16%
(.Cooper & Stoflet, 1996)。因此不管是主流、非主流、另類、輔助、
東方或 西方醫學，每個醫療體系皆有其不同之社會意義、存在價值
及負責不同的醫療功能 (Chen , Zeng & Zeng, 1999)。在近幾年的學術
研究上，學者也建議在生物治療上運用靈氣的方式來協助療癒，
(White, 2012)。靈氣的傳導要允許自己有更多的時間來做療癒的工
作，如果療癒的效果不是立即的，也不要氣餒，讓靈氣接收者放輕鬆
或睡著，也能讓緊張的感覺消除或減少(Grace & Harvey合譯, 2012)。
Olson的論文描述施作靈氣於有癌症病人的實驗中，經由四天的
靈氣療程可以有效降低病人的疼痛感，而七天能有效改善生活品質
(Olson, Hanson, Michaud, 2003)。Shore在2004發表的論文提到施做靈
氣六週的靈氣療程能改善沮喪與失落感，並且得到壓力減輕(Shore,
2004)。根據先前的文獻得知(Lourdes, Maunel, Irene, Carolina Marie,
Cesar, 2011 ; Charlotte, Maureen, Carolyn, Christine, Tricia, Kathleen,
and Janice, 2011 ; VanderVaart , Berger , Tam , et al.,2011 )，靈氣療程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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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一次，最長達六週的療程即獲得療癒上的效果。

第二節 靈氣與睡眠品質及壓力釋放
靈氣是十九世紀末日本的臼井甕男(Mikao Usui)臼井先生重新發
現。靈氣是一種簡易的徒手療癒技巧，屬於能量醫學。藉由把具有撫
慰作 用的 雙 手放 在 身體 特定 部 分， 就 能加 速療 癒 過程 (欣 芬譯 ，
2006) 。強調這種治療方式必須經過老師「點化」學生的過程，學生才
會得到這樣的「功力」
。靈氣將學習由初學到進階分為三個等級，第一
級先將學員調整到靈氣的「頻率」
；第二級取得將能量穿越時空，達到
遠距治療的「功力」；第三級就可以成為靈氣老師（荷田，2006）。
以網路上的期刊論文，針對研究靈氣的論文及期刊作研究，從過
去到2009年間有關靈氣485篇期刊論文中僅找到十二篇靈氣論文期刊
並且符合量性研究，而其中九篇有關靈氣的顯示是有治療的效果。餘
473篇有關靈氣的期刊論文大部分為直性研究或報導(Vaart, Gijsen,
Wildt, & Koren, 2009)。
有一針對23位健康者的研究，在進行30分鐘的靈氣治療後，受測
者的收縮壓（p<0.01）、焦慮程度（p=0.02）都明顯降低，代表精神緊
張的指標-唾液嗜鉻粒蛋白A (salivary chromogranin A, CgA)卻顯著提高
（ p=0.03 ）（ Wardell & Engebretson, 2002 ）。 Mackay, Hansen 與
McFarlane於2004年研究，將45位健康人分為靈氣治療組、模仿靈氣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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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組及對照組，結果發現靈氣治療對受測者的舒張壓、平均心跳都有
明顯降低的效果（Mackay, Hansen & McFarlane, 2004）。
Heidt在1981年將90位心血管病人分為二組，一組進行治療性接
觸，另一組進行普通接觸，結果發現接觸性治療者其焦慮有明顯的降
低 (Heidt, 1981)。Kellrr及Bzdek (1986) 針對緊張性頭痛的病人，在執
行接觸性治療後四小時，與對照組比較，發現有接受接觸性者頭痛減
緩的程度，比對照組未執行接觸性治療者降低兩倍。在Cumbria一家輔
助療法照護中心以四種接觸療癒(gentle touch)緩解病人(包含癌症)不
適，經過6年追蹤研究，以 EuroQoL評值治療前後之比較，結果顯示降
低病人的壓力指數，緩解疼痛及增加健康調適狀況 (Weze , Leathard ,
Grange, Tiplady & Stevens , 2005)。由上述的文獻可看出，靈氣在輔助
治療上是有療效的，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說1如下:
1-1 靈氣組與對照組在執行靈氣前後壓力釋放有顯著差異。
1-2 靈氣組與對照組在執行靈氣前後睡眠品質改善有顯著差異。
靈氣主要的功能是恢復人體自然的能量平衡，維持人體自療力；
促進深層放鬆，產生祥和幸福感。活化身心靈，達到全面性的治療。
強化免疫系統，減清疼痛和壓力，改善各種急、慢性小病痛，重新建
立心靈平衡和精神的安樂，疏通陼塞的能量，淨化身體毒素；補充並
可搭配其他療法、按摩和心理治療，靈氣是非侵入性治療，可依據接
受者需求而調整(胡澤芬譯，2007)。古人從各種體驗之中，得知靈氣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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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透過手掌放射，藉此，將手掌放在疼痛或患病之處便可施展治療的
力量，不只如此，當內心感覺痛苦或煩惱時，將手掌放在胸口處亦能
恢復內心的平安。靈氣早已被運用於日常生活中，對身心健康提供相
當大的幫助。在西方世界，不只是醫療相關人士，一般人也對靈氣抱
持興趣，將其視為消解壓力的有效療法，或是提昇免疫力及自然療癒
能力的方法 (土居裕，2011)。
靈氣可以調節身心靈的频率，使人容易進入放鬆的狀態。真正的
健康，應該達到身、心、靈三者平衡，壓力、病氣、毒素……等負面
能量，是健康的無形殺手，身體的潛在病源；而靈氣則是每個人與生
俱來，用以防禦、治療、修護的生命能量 (夏漪林、幸福寶寶，2005)。
持續運用靈氣在護理人員身上，可以幫助壓力的紓解，提升能量與帶
來正面的的情緒力量，並可幫助病患作為輔助治療的工具 (Natale,
2010)。靈氣治療對自律神經的改善做初步的的實驗是有效果的，然而
以隨機實驗的方式對象在數值方面的改變有一些小，必須經過更大及
更精確的實驗來確認這個生化的效果。(Mackay, Hansen & Mcfarlane,
2004) 。由學者論述推論本研究推測靈氣在規律的實行後會有一定程度
的變化。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說2：
2-1 靈氣組執行靈氣前後壓力釋放有顯著差異。
2-2 靈氣組執行靈氣前後睡眠品質改善有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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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靈氣與自覺健康
人體科學的研究從「身」開始，當知道「氣」是真有其事，就有
初期的信心，從一些被證實的事實，漸漸踏入心與靈的研究 (李嗣涔，
2006) 。靈氣讓身體與心理的壓力壓力管理完全融合，能療癒身體和心
理，融合其能量，更順暢度過日常生活的顛簸和苦差事。由於靈氣讓
我們能感受身心的所有感覺，直到超越其界限，靈氣產生的放鬆感，
要比肢體運動所帶來的壓力釋放和滿足感更有活力，也更持久 (胡澤芳
譯，2008) 。透過靈氣，營造出一個心想願成的磁場，幫助啟動自己的
生命智慧能量，在身體的療癒、放鬆身心、釋放情緒、靈性修行。在
生活中越常使用能量，就能越常在高頻能量的顯化狀態內，也就能存
在時時感恩、刻刻幸運、活在當下、幸福快樂的境界 (Grace & Harvey
合譯, 2011) 。基於學者提出的論述，本研究提出假說3：
3-1 靈氣組與對照組在執行靈氣後與自覺健康有顯著差異

第四節音樂與睡眠品質及壓力釋放
音樂是一種令人舒服、安全及花費少的介入方式，對一般人的睡
眠加入音樂能降低交感與副交感神經活性，音樂對壓力是有舒緩的作
用，其具有幫助睡眠(Johnson, 2003；Lai & Good, 2005；Tan, 2004)、降
低焦慮與壓力(Evans, 2002；Horne-Thompson & Grocke, 2008)本研究提
出假說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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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音樂組與對照組在聆聽音樂前後壓力釋放有顯著差異。
4-2音樂組與對照組在聆聽音樂前後睡眠品質改善有顯著差異。
4-3音樂組執行聆聽音樂前後壓力釋放有顯著差異。
4-4音樂組執行聆聽前後睡眠品質改善有顯著差異。
4-5音樂組與對照組在聆聽音樂後與自覺健康有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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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之研究方法採結構式問卷方式結合前測-後測實驗法等標
準性量測方式，對於工作人員之壓力與睡眠品質各構面施測，隨機
分配為靈氣組，音樂組及對照組，於說明研究方式及目的後，進行
首次施測；於 2 個月內 8 次靈氣活動進行中重覆測量。

第一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為中部地區某公司服務業工作人員，公司內有員工
69 位，分別來自管理部、營業部、企劃部與活動部之員工。研究者
先行與公司負責人及管理者接洽，向其說明包含研究目的、方法、
取樣對象之條件等相關事項，後再由研究者親自訪查，其中願意接
受受測者計有 33 位，年齡層分佈為 20~45 歲之間，且工作服務內容
相似，藉由立意取樣，採以亂數表隨機取樣區分為三組，靈氣組 11
位、音樂組 11 位、對照組 11 位，並完成受測者的基本資料共有 33
份，完成率 100%，確認為收案條件之個案，之後向個案說明其權
益，並取得個案同意且簽署同意書後，正式收案。

第二節 施測過程及步驟
本研究計畫探討靈氣對職場工作人員壓力釋放與睡眠品質提升
之研究。地點位於中部地區某公司辦公休息室，上班期間上午九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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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下午五點施測，期間維持兩個月，每次一小時，每週一次，共計
八次。由筆者帶領工作人員實施靈氣，每人每次實施靈氣約一小時。
觀察並量測工作人員壓力釋放與睡眠品質的影響。施測量表包括
SF-36 自覺健康量表，睡眠品質量表與工作過勞量表三部分。
首次評估時，需先對受測者說明收案標準，並在瞭解研究目的、
程序後參加。睡眠品質與工作壓力部分則採用問卷方式進行，以中
文化量表：睡眠品質問卷(Questionnaires)與採用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
編列的過勞量表及自覺健康使用 SF-36 台灣版問卷，施測時間為每
一次實施靈氣之後，除 SF-36 量表僅量測第一次與第八次外，餘均
量測八次。

第三節 量測工具
3.1 睡眠品質問卷(Questionnaires)
睡眠品質問卷是自我主觀睡眠評量，較常被使用之睡眠品質評估
量表包括匹茲堡睡眠品質量表、Epworth 嗜睡量表 (Epworth Sleep
Scale, ESS) 和 史 丹 福 嗜 睡 度 評 量 表

(Stanford Narcolepsy

Questionnaire) 等。本研究將採用由 Buysee 等人於 1989 年建立之
匹茲堡睡眠品質量表 (The 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其
評量的內容包括以下 7 項:
(1) 個人睡眠品質：個人對過去一個月的主觀睡眠品質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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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入睡潛伏期：臥床後至真正入睡的時間。
(3) 睡眠時數：過去一個月平均睡眠時數，並以週間與週末做為區分，
以評估不同生活形態對睡眠時數的影響。
(4) 睡眠效率：真正入睡時間與就寢臥床的時間比值，做為評估真正
入睡效率。
(5) 睡眠困擾：由室友觀察受測者入睡時的潛在性生理狀況，例如打
鼾、呼吸中止、不寧腿等，做為疾病治療與防治參考。
(6) 使用助眠藥物：觀察藥物對睡眠的影響。
(7) 白天生理功能運作：瞭解失眠或睡眠品質對日常生活或工作的影響。
計分方式：每項指標介於0-3 分，採李克特量表4 點尺度計分法，
由「從來沒有」至「一週三次以上」
，總分範圍界於0-21 分，PSQI 以
總分5 分為臨界點，當七項總分大於5 分則判定為睡眠品質不良，≦5
分則表示睡眠品質良好，也就是說分數越高睡眠品質愈差，其正確性
為88.5%，敏感性為89.6%，特異性為86.5%。PSQI 內在一致性信度alpha
係 數 為 0.83 ， 二 週 後 的 再 測 信 度 相 關 係 數 r=0.85-0.90 (Backhaus,
Junghanns, Broocks, Riemann, and Hohagen, 2002)。

3.2 過勞量表
工作相關過勞量表以探索性因素分析，進行建構效度的驗證。因
素分析採用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le component analysis)，以promax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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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斜交轉軸，並依據概念建構，取二因素結構。因素分析結果指出，
在排除三題不符合原建構與概念重覆的題項，包括：「4.你常會覺得，
我快要撐不下去了嗎」
；
「10.工作一整天之後，你覺得精疲力竭嗎」
；13.
「不工作的時候，你有足夠的精力陪伴家人或朋友嗎」
。得到十題具有
良好因素結構的題項，並區分出兩個因素向度：個人壓力與工作相關
壓力。個人壓力涵蓋較無特定對象的個人疲憊狀態，包括有：「1.你常
覺得疲累嗎」
；
「2.你常覺得身體上體力透支嗎」
；
「3.你常覺得情緒上心
力交瘁嗎」
；
「5.你常常覺得精疲力竭嗎」；
「6.你常覺得虛弱，好像快要
生病了嗎」，此向度之內部一致性信度係數(Cronbach's α)為0.92，顯
示此分量表具有相當高的內部一致性。工作相關壓力則特指由工作所
引起的個人疲憊狀態，包括：
「7.你的工作會令人情緒上心力交瘁嗎」；
「8.你的工作會讓你覺得快要累垮了嗎」；「9.你的工作讓你覺得挫折
嗎」
；
「11.上班前只要想到又要工作一整天，你就覺得沒力了嗎」
；
「12.
上班時你會覺得每一刻都很難熬嗎」
，此向度的內部一致性信度係數為
0.89，顯示工作相關壓力的分量表亦具有高度的內部一致性(陳秋蓉、
鄭雅文、胡佩怡，2004)。
本過勞量表區分 13 個題目，前六題為個人相關的過勞測量檢
測，將六題的檢測結果分數相加取平均，即可取得個人相關過勞分
數，後七題為工作相關過勞檢測，亦將七題的分數加總取平均得到工
作相關過勞分數，前 12 題的分數正向計分，而第 13 題為反向題，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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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向計分，所得分數愈高，表示工作壓力愈大；所得分數愈小，表示
工作壓力愈小。

3.3 自覺健康量表
本研究自覺健康的測量，乃以 SF-36 台灣版為測量工具，已經
授權同意使用。SF-36 問卷的測量題目總計有 36 題，主要是測量八
個健康次量表，包括生理功能（physicalfunctioning, PF）、因身體健
康問題所導致的角色扮演受限（role -physical, RP）
、身體疼痛（bodily
pain, BP）、一般自覺健康（general health, GH）、活力狀況（vitality,
VT）
、社會功能（social functioning,SF）
、因情緒問題所導致的角色扮
演受限（role-emotional, RE）及心理健康（mental health,MH）等次
量 表 ， 而 此 八 個 健 康 次 量 表 又 可 歸 屬 於 生 理 健 康 （ physical
component summary, PCS）及心理健康（mental component summary,
MCS）兩構面。
SF-36 健康量表可使用於衛生政策的評值、一般族群、特殊族群、
臨床研究之健康調查（Ware & Sherbourne, 1992），其應用可說相當廣
泛，且可適用於不同年齡，而Ware 等人綜合1989~1993 年有關SF-36
健康量表信度評估，顯示所有八個量表之Cronbach’s 值介於.62~.96
內，其信、效度皆深受國內外學者的認同。SF-36 健康量表原版權為
美國的Medical Outcomes Trust，而國內之學者亦取得SF-36 之授權，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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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成中文版。

第四節 統計方法
本研究旨在探討靈氣對職場工作人員壓力釋放與睡眠品質提升
之研究。待問卷回收後，先剔除漏答率及一致性過高者之問卷，以
增加研究之可信度，隨即進行資料篩選、編碼、登錄，並以 SPSS 20.0
版進行資料分析。本研究先以驗證性因素分析確保量表之信效度良
好後，再探討各研究假設及整體模式之適配度，因此，各統計分析
之目的分述如下：
1.描述性統計分析(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alysis)
問卷回收後，進行資料的初步整理，並檢查資料輸入是否有誤、
是否有極端值或遺漏值，再針對受試者不同之基本背景資料，進行
次數分配與百分比分析，同時以百分比、次數分配、平均數、標準
差、最大值、最小值、全距來描述研究對象，以便進一步瞭解在各
變項上的反應情況。

2.實驗設計法（experimental research design）
Chapin (1955)將試驗研究法引入社會學界，並且主張實驗研究法，
並非科學界的產物，它的真正來源是社會學。Chapin 提出自然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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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al experiment）的概念，指出研究者並不因該像拿著老虎鉗一般
的控制受試者。「如果實驗室的功能只是要創造兩個相似卻對立的情
境，那麼事實上人們隨時隨地都在進行實驗（Phillips, 1976）。
本研究採實驗法三組前後測，以立意取樣中部地區某公司員工個
案，再隨機以亂數表分派方式分為靈氣組，音樂組及對照組，利用前
測-後測實驗法來驗證靈氣與音樂對職場工作人員壓力釋放、睡眠品質
改善與自覺健康提升的研究。以結構性問卷調查進行資料收集，每一
次靈氣活動後，均完成睡眠品質與工作過勞量表測試，靈氣組個案施
予每週一次的靈氣活動，包含簡單簡介，進行靈氣活動，每次約60分
鐘，共八週8次的活動；音樂組則施予每週一次，每次約30分鐘聆聽音
樂;而對照組則維持其常規活動。本研究將獨立t檢定、配對t檢定、共變
數分析等方法進行資料分析。

第五節 倫理考量
本研究者親自向個案說明解釋研究目的，並完成受試者同意書，
研究過程中，有受試者同伴與其夥伴隨行參與，以確保個案的安全；
個案擁有隨時退出個案研究的權利，個案資料均按編碼處理，以確保
其個人資料不外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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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本研究探討靈氣對職場工作自覺健康、工作壓力釋放與睡眠品質之
關係。根據實際問卷所獲得的研究結果，進行分析與討論。包括靈氣
組、音樂組及對照組受試者基本資料分析與差異檢定；以及職場工作
人員參與進行靈氣與音樂活動前後，自覺健康、工作壓力與睡眠品質
之差異分析。

第一節 受試者的基本資料之描述分析與比較
本節主要描述研究樣本之基本資料，包括平均數、次數分配、標
準差、最大值與最小值。另外，進行比較平均數法成對樣本 t 檢定、瞭
解實驗組及對照組在基本資料上的差異。
本研究之基本資料包括：年齡、性別、教育程度、婚姻狀況、薪
資、慢性病、身高、體重、享受食物、飲食健康，共計十項。分別就
靈氣組 11 人與音樂組 11 人基本資料進行比對、靈氣組 11 人與對照組
11 人基本資料進行比對、音樂組 11 人與對照組 11 人基本資料等三組
進行比對。資料如：

一、 靈氣組與音樂組基本資料差異檢定：
檢定結果見表一，說明如下:
(一) 年齡：靈氣組年齡平均為 29.1 歲，音樂組年齡平均為 31 歲，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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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年齡差異不顯著。
(二) 性別：靈氣組的男女性數量分別為 6 人與 5 人，音樂組的男女
性數量分別為 5 人與 6 人，兩組於性別條件上之差異不顯著。
(三) 教育程度：靈氣組的教育程度高中職 1 人、大專學 8 人、研究
所 2 人，音樂組的教育程度高中職 3 人、大專學 7 人、研究所 1
人。教育程度差異不顯著。
(四) 婚姻狀況：靈氣組的婚姻狀況單身為 8 人、已婚 2 人、離婚 1
人，音樂組的婚姻狀況單身為 6 人、已婚 3 人、離婚 2 人，主
要受測對象皆為單身受測者，在婚姻狀況差異不顯著。
(五) 薪資：靈氣組與音樂組在薪資分配上差異不顯著。
(六) 慢性病：靈氣組與音樂組皆有慢性病受測者，兩組間無差異。
(七) 身高：靈氣組 160 公分以下 2 人、161~170 公分 6 人、171 以上
有 3 人，音樂組 160 公分以下 2 人、161~170 公分 4 人、171 以
上有 5 人，其差異不顯著。
(八) 體重：靈氣組與音樂組在 45 公斤分別為 1/0 人、46~55 公斤 5/4
人、56~65 公斤 1/3 人、66 公斤以上 4/4 人。在體重項目上，兩
組間差異不顯著。
(九) 享受食物：實驗組與音樂組達顯著差異 (p 值為.026)，然而享受
食物對本研究結果之影響不大。
(十) 飲食健康：兩組皆屬中等健康，差異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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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靈氣組與音樂組受試者基本資料差異檢定

年齡
性別
(男/女)
教育程度
(高中職/大專學/研究所以上)
婚姻狀況
(單身/已婚/離婚)
薪資
(20001-40000 元/40001-60000 元
/60001-80000/80001-100000 元
/100001 元以上)
慢性病(無/1/2)
身高
(160 公分以下/161-170/171 以上)
體重
(45 公斤以下/46-55/56-65/66 公斤
以上)
享受食物
(無/一點/中等/很享受/極享受)
飲食健康
(非常健康/ 健康/中等健康/
不健康/極不健康)

靈氣組(n = 11)

音樂組(n = 11)

p值

29.1±4.8

31±7.2

.349

6/5

5/6

.779

1/8/2

3/7/1

.277

8/2/1

6/3/2

.640

4/2/1/2/2

3/3/1/1/3

.800

10/1/0

10/1/0

.676

2/6/3

2/4/5

.687

1/5/1/4

0/4/3/4

.515

1/2/7/1/0

0/0/7/4/0

.026*

0/2/4/4/1

0/2/8/1/0

.176

註：年齡的平均數±標準差
† p＜0.10, *p＜0.05, **p＜0.01,***p＜0.001

二、 靈氣組與對照組基本資料差異檢定：
檢定結果見表二，說明如下:
(一) 年齡：靈氣組年齡平均 29.1 歲，對照組年齡平均為 28.45 歲，
兩組年齡差異不顯著。
(二) 性別：靈氣組的男女性數量分別為 6 人與 5 人，對照組的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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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數量分別為 5 人與 6 人，兩組性別差異不顯著。
(三) 教育程度：靈氣組的教育程度高中職 1 人、大專學 8 人、研究
所 2 人，對照組的教育程度高中職 2 人、大專學 9 人，主要的
人皆為大專學畢業之受測對象，教育程度差異不顯著。
(四) 婚姻狀況：靈氣組的婚姻狀況單身為 8 人、已婚 2 人、離婚 1
人，對照組的婚姻狀況單身為 6 人、已婚 5 人，主要受測對象
皆為單身受測者，婚姻狀況差異不顯著。
(五) 薪資：靈氣組薪資分配上略分散，對照組在薪資分配上略偏高，
但兩組間差異不顯著。
(六) 慢性病：靈氣組有一慢性病受測者，對照組無慢性病受測者，
兩組間差異不顯著。
(七) 身高：靈氣組 160 公分以下 2 人、161~170 公分 6 人、171 以上
有 3 人，對照組 160 公分以下 2 人、161~170 公分 4 人、171 以
上有 5 人，其差異不顯著。
(八) 體重：靈氣組 45 公斤 1 人、46~55 公斤 5 人、56~65 公斤 1 人、
66 公斤以上 4 人，對照組 46~55 公斤 4 人、56~65 公斤 3 人、
66 公斤以上 4 人偏重，在體重項目兩組間差異不顯著。
(九) 享受食物：對實驗組與對照組差異不顯著。
(十) 飲食健康：兩組飲食習性篇屬中等健康，其差異亦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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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靈氣組與對照組受試者基本資料差異檢定

年齡
性別
(男/女)
教育程度
(高中職/大專學/研究所以上)
婚姻狀況
(單身/已婚/離婚)
薪資
(20001-40000 元/40001-60000 元
/60001-80000/80001-100000 元
/100001 元以上)
慢性病(無/1/2)
身高
(160 公分以下/161-170/171 以上)
體重
(45 公斤以下/46-55/56-65/66 公斤
以上)
享受食物
(無/一點/中等/很享受/極享受)
飲食健康
(非常健康/ 健康/中等健康/
不健康/極不健康)

靈氣組(n = 11)

對照組(n = 11)

P值

29.1±4.8

28.45±7.7

.800

6/5

5/6

1.000

1/8/2

2/9/0

.082

8/2/1

6/5/0

1.000

4/2/1/2/2

O/1/2/4/4

.128

10/0/1

11/0/0

.341

2/6/3

2/4/5

.472

1/5/1/4

0/3/3/5

.156

1/2/7/1/0

0/5/5/0/1

1.000

0/2/4/4/1

1/1/8/1/0

.192

註：年齡的平均數±標準差
† p＜0.10, *p＜0.05, **p＜0.01,***p＜0.001

三、 音樂組與對照組基本資料差異檢定：
檢定結果見表三，說明如下:
(一) 年齡：音樂組年齡平均為 31 歲，對照組年齡平均為 28.45 歲，
兩組年齡差異不顯著。
(二) 性別：音樂組與對照組皆男性 5 人、女性 6 人，兩組於性別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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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上沒有差異。
(三) 教育程度：音樂組的教育程度高中職 3 人、大專學 7 人、研究
所 1 人，對照組的教育程度高中職 2 人、大專學 9 人，主要的
人皆為大專學畢業之受測對象，在教育程度無顯著差異。
(四) 婚姻狀況：音樂組的婚姻狀況單身為 6 人、已婚 3 人、離婚 2
人，對照組的婚姻狀況單身為 6 人、已婚 5 人，主要受測對象
皆為單身受測者，在婚姻狀況無顯著差異。
(五) 薪資：音樂組薪資分配上略分散，對照組薪資分配上略偏高，
但兩組間無顯著差異。
(六) 慢性病：音樂組有一慢性病受測者，對照組無慢性病受測者，
兩組間無顯著差異。
(七) 身高：音樂組與對照組身高為 160 公分以下 2 人、161~170 公分
4 人、171 以上有 5 人，兩組之間無差異。
(八) 體重：音樂組體重為 46~55 公斤 4 人、56~65 公斤 3 人、66 公
斤，對照組 46~55 公斤 3 人、56~65 公斤 3 人、66 公斤以上 5
人，兩組的之間無顯著差異。
(九) 享受食物：兩組食物享受程度的無顯著差異。
(十) 飲食健康：兩組飲食習性偏屬中等健康，無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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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音樂組與對照組受試者基本資料差異檢定
年齡
性別
(男/女)
教育程度
(高中職/大專學/研究所以上)
婚姻狀況
(單身/已婚/離婚)
薪資
(20001-40000 元/40001-60000 元
/60001-80000/80001-100000 元
/100001 元以上)
慢性病(無/1/2)
身高
(160 公分以下/161-170/171 以上)
體重
(45 公斤以下/46-55/56-65/66 公斤
以上)
享受食物
(無/一點/中等/很享受/極享受)
飲食健康
(非常健康/ 健康/中等健康/
不健康/極不健康)

音樂組(n = 11)

對照組(n = 11)

p值

31±7.2

28.45±7.7

.429

5/6

5/6

.588

3/7/1

2/9/0

1.000

6/3/2

6/5/0

.553

3/3/1/1/3

O/1/2/4/4

.108

10/1/0

11/0/0

.341

2/4/5

2/4/5

.716

0/4/3/4

0/3/3/5

.374

0/0/7/4/0

0/5/5/0/1

.067 †

0/2/8/1/0

1/1/8/1/0

.756

註：年齡的平均數±標準差
† p＜0.10, *p＜0.05, **p＜0.01,***p＜0.001

由於靈氣組、音樂組及對照組基本資料無顯著差異，故可進行以
下三組在自覺健康、睡眠品質與工作壓力等項目比較。

第二節

靈氣組活動前後之差異分析

靈氣組量測變項於八週前後測得結果(見表四)。表中可得知在自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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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靈氣組組內量測變項於八週前後差異檢定
項目
身體功能
身體功能角色限制
疼痛
一般健康知覺
生理健康指標
活力狀況
社交功能
心理健康
情緒功能角色限制
心理健康指標

靈氣組(n = 11)

t值

p值

前測(第一週)

後測(第八週)

89.55±4.01
65.91±11.32
47.55±2.47

94.09±2.22
97.73±12.36
53.36±1.13

-1.392
-2.609*
-2.093†

.194
.026
.063

46.18±2.89

52.09±2.28

-2.358*

.040

249.18±20.69

297.27±17.99

-1.820

.166

53.18±3.25
67.05±3.87
50.91±2.59
60.61±9.87

51.82±1.39
52.27±9.36
52.00±3.81
85.00±6.91

.357
1.921†
-.225
-3.357**

.728
.084
.804
.007

231.74± 19.58

241.09±21.47

-.523

.637

1.060
4.995***
3.472**

.314
.001
.006

睡眠品質
個人過勞
工作過勞

14.86±.58
14.00±.60
54.36±5.93
23.82±3.72
42.64±5.54
22.18±3.17
註：表內數值為平均值±標準差
† p＜0.10, *p＜0.05, **p＜0.01,***p＜0.001

健康之身體功能角色限制、疼痛、一般健康知覺、社交功能、情緒功
能角色與限制有顯著的差異(p>.05)。身體功能、活力狀況、心理健康
三者無顯著差異。自覺健康之前四項為生理健康指標項目，包含了身
體功能、身體功能角色限制、疼痛與一般健康知覺，生理健康指標的
計算方式乃經由 Z 轉換為百分標準之後，將前四項的數值加總所得，
經由八週的靈氣施作之後，靈氣組的生理健康指標雖在統計上未達顯
著，但數值上升很多意即表示受試者在自覺健康的生理健康指標獲得
改善。而自覺健康的後四項包含活力狀況、社交功能、心理健康、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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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功能角色限制為心理健康指標，將上述四項加總代表心理健康指標
的數值，經由前後測數值觀察得知靈氣組受試者在心理健康方面，統
計上未達顯著，唯數值微幅提升，略有改善。匹茲堡睡眠品質量表依
據統計顯示八週前後無顯著差異，唯後測數值下降，由 14.86±.56 降至
14.00±.60，顯示睡眠品質有略有改善，但未達顯著。過勞量表八週前
後顯示個人壓力及工作壓力達顯著。

第三節

音樂組活動前後之差異分析

音樂組量測變項於八週前後測得結果(見表五)。表中得知在自覺健
康之活力狀況與心理健康有顯著的差異(p>.05)。身體功能、身體功能
角色限制、疼痛、一般健康知覺、社交功能、情緒功能角色限制未達
顯著差異。經由八週的聆聽音樂之後，音樂組的生理健康指標未達顯
著僅有些微幅提升，而自覺健康的心理健康指標雖然亦未達顯著，但
由前後測數值下降得知音樂組受試者在心理健康有下降趨勢。量測匹
茲堡睡眠品質量表根據統計顯示八週前後無顯著差異，唯前測數值與
後測數值是下降的，由 14.32±.38 降至 13.72±.35，顯示睡眠品質亦略有
改善但未達顯著。過勞量表八週前後顯示個人壓力狀況達顯著，工作
壓力亦達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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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音樂組組內量測變項於八週前後差異檢定
項目

音樂組(n = 11)

t值

p值

前測(第一週)

後測(第八週)

身體功能

90.45±2.82

90.45±3.19

.000

1.000

身體功能角色限制
疼痛
一般健康知覺

68.18±12.65
47.82±2.33

68.18±12.65
50.18±2.18

-1.000
-1.143

.341
.280

50.45±3.99

52.27±3.68

-1.491

.167

生理健康指標

256.91±21.79

261.09± 21.71

-1.703

.187

活力狀況
社交功能
心理健康
情緒功能角色限制

62.73±2.46
73.86±4.28
66.91±2.81

49.55±2.28
71.59±9.55
49.09±2.54

4.239**
.311
5.405***

.002
.762
.000

63.64±10.50

63.64±10.50

-1.491

.167

心理健康指標

267.14±20.05

233.86± 24.86

1.944

.147

睡眠品質
個人過勞
工作過勞

14.32±.38
45.73±1.98
42.27±2.61

13.72±.35
35.45±2.30
33.00±1.72

1.229
3.852**
3.609**

.247
.003
.005

註：表內數值為平均值±標準差

† p＜0.10, *p＜0.05, **p＜0.01,***p＜0.001

第四節

對照組活動前後之差異分析

對照組量測變項於八週前後測得之結果(見表六)。表中得知在自覺
健康之活力狀況、社交功能與心理健康有顯著的差異(p>.05)。身體功
能、身體功能角色限制、疼痛、一般健康知覺、情緒功能角色限制未
達顯著差異。經由八週的活動之後，對照組的生理健康指標未達顯著
指標數值差異不大，而自覺健康的心理健康指標亦未達顯著，但由前
後測數值下降得知對照組受試者在心理健康有下降趨勢。量測匹茲堡
睡眠品質量表顯示前後由 13.36±.41 降至 13.36±.59，無顯著差異。過勞
量表顯示個人與工作過勞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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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對照組組內量測變項於八週前後差異檢定
項目

對照組(n = 11)

身體功能
身體功能角色限制
疼痛
一般健康知覺
生理健康指標
活力狀況
社交功能
心理健康
情緒功能角色限制
心理健康指標
睡眠品質
個人過勞
工作過勞

t值

p值

前測(第一週)

後測(第八週)

97.73±1.83
84.09±6.10
50.73±1.75
57.27±2.86

97.27±2.27
84.09±6.10
52.00±0.97
57.27±2.86

.000
-.559
-.694
-1.000

1.000
.588
.504
.341

289.82± 12.54

290.64± 12.20

-.550

.621

63.18±3.65
82.95±3.87
67.27±3.53
81.82±6.91

47.27±2.46
63.64±11.11
52.73±2.40
84.85±6.91

2.954*
2.540*
3.730**
-1.000

.014
.029
.004
.341

295.23± 17.96

248.48 ±22.89

2.334

.102

13.36±.41
37.91±2.80
35.00±3.35

13.36±.59
36.18±3.30
35.18±3.31

.000
.493
-.047

1.000
.632
.963

註：表內數值為平均值±標準差

† p＜0.10, *p＜0.05, **p＜0.01,***p＜0.001

第五節

靈氣組與對照組活動前後之差異分析

由表七得知，靈氣組在前測與對照組在自覺健康部分有五項達顯
著，後測只剩一項達顯著。靈氣組前八項自覺健康部分平均值皆比對
照組低，數值所顯現的前測平均值差皆負值，表示對照組在前測前的
自覺健康程度比靈氣組佳，但經由施做靈氣之後，靈氣組平均值皆提
升，甚至有四項均值差由前測負值轉為正值，顯示施做靈氣後，受測
者自覺健康提升相較於對照組多，對照組並無顯著的改變。
另外，睡眠品質由表中前測與後測結果得知，靈氣組與對照組後測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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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靈氣組(n=11)與對照組(n=11)之平均值前後測對照表
Mean di
Mean

Mean

Mean

Mean

Mean diff

靈氣組
後測
(第八週)

對照組
後測
(第八週)

靈氣組
VS
對照組後
測
(第八週)

94.09±2.22

97.27±2.27

-3.182

97.73±12.36

84.09±6.10

13.646

ff
靈氣組
VS
對照組
前測(第
一週)

靈氣組
前測
(第一週)

對照組
前測
(第一週)

身體功能

89.55±4.01

97.73±1.83

-8.182

身體功能角色限制

65.91±11.32

84.09±6.10

-18.182 †

疼痛

47.55±2.47

50.73±1.75

-3.182

53.36±1.13

52.00±0.97

1.364

一般健康知覺

46.18±2.89

57.27±2.86

-11.091

52.09±2.28

57.27±2.86

-5.182 †

生理健康指標

249.18±20.69

289.82± 12.54

-40.646

297.27±17.99

290.64± 12.20

6.646

活力狀態

53.18±3.25

63.18±3.65

-10.000

51.82±1.39

47.27±2.46

4.555

社交功能

67.05±3.87

82.95±3.87

-15.910*

52.27±9.36

63.64±11.11

-11.364

心理健康

50.91±2.59

67.27±3.53

-16.364**

52.00±3.81

52.73±2.40

-0.737

情緒功能角色限制

60.61±9.87

81.82±6.91

-21.212**

85.00±6.91

84.85±6.91

0.152

231.74± 19.58

295.23± 17.96

-63.485

241.09±21.47

248.48 ±22.89

-7.394

1.500*

14.00±.60

13.36±.59

靈氣組VS對照組

心理健康指標
睡眠品質

14.86±.58

13.36±.41

個人過勞

54.36±5.93

37.91±2.80

16.455**

23.82±3.72

36.18±3.30

-12.364***

工作過勞

42.64±5.54

35.00±3.35

7.636

22.18±3.17

35.18±3.31

-13.000***

†

.636

p＜0.10, *p＜0.05, **p＜0.01,***p＜0.001

果不顯著，靈氣組後測之睡眠品質數值下降，表示睡眠品質提昇，然
而在對照組前後測結果，睡眠品質並無明顯改善。個人與工作過勞部
份，靈氣組前測與後測數值皆明顯下降，表示個人壓力與工作壓力皆
相對顯著減輕，對照組並無明顯改變。

第六節

靈氣組與音樂組活動前後之差異分析

由表八得知，在前測自覺健康部分，靈氣組與音樂組有二項達顯
著，後測有三項達顯著。前測靈氣組八項自覺健康平均值皆比音樂組
35

表八
靈氣組(n=11)與音樂組(n=11)之平均值前後測對照表
Mean

靈氣組VS音樂組

靈氣組
前測
(第一週)

Mean

Mean diff

Mean

Mean

Mean diff

音樂組
前測
(第一週)

靈氣組
VS
音樂組前
測
(第一週)

靈氣組
後測
(第八週)

音樂組
後測
(第八週)

靈氣組
VS
音樂組後
測
(第八週)

身體功能

89.55±4.01

90.45±2.82

-0.919

94.09±2.22

90.45±3.19

身體功能角色限制

65.91±11.32

68.18±12.65

-2.273

97.73±12.36

68.18±12.65

疼痛

47.55±2.47

47.82±2.33

-0.273

53.36±1.13

50.18±2.18

3.182

一般健康知覺

46.18±2.89

50.45±3.99

-4.273

52.09±2.28

52.27±3.68

-0.182

生理健康指標

249.18±20.69

256.91±21.79

-7.737

297.27±17.99

261.09± 21.71

36.182

活力狀態

53.18±3.25

62.73±2.46

†

51.82±1.39

49.55±2.28

2.273

社交功能

67.05±3.87

73.86±4.28

-6.828

52.27±9.36

71.59±9.55

心理健康

50.91±2.59

66.91±2.81

-16.000**

52.00±3.81

49.09±2.54

情緒功能角色限制

60.61±9.87

63.64±10.50

-3.030

85.00±6.91

63.64±10.50

21.364**

心理健康指標

231.74± 19.58

267.14±20.05

-35.394

241.09±21.47

233.86± 24.86

7.237

睡眠品質

14.86±.58

14.32±.38

.546

14.00±.60

13.72±.35

個人過勞

54.36±5.93

45.73±1.98

8.636

23.82±3.72

35.45±2.30

-11.636**

工作過勞

42.64±5.54

42.27±2.61

.364

22.18±3.17

33.00±1.72

-10.818**

†

-9.555

3.646
29.555*

-19.328

2.919

.273

p＜0.10, *p＜0.05, **p＜0.01,***p＜0.001

低，平均值差有六項為負值，表示在實驗前，音樂組自覺健康部分比
靈氣組好。經由施做靈氣後實驗得知，靈氣組平均值差皆提升，甚至
有三項均值差由前測負值轉為正值，顯示施做靈氣後，靈氣組自覺健
康提升程度大於音樂組，然音樂組並無顯著改變。
另外，在睡眠品質部份，靈氣組與音樂組前測差異不顯著，靈氣
組後測睡眠品質數值下降，表示睡眠品質改善。然而在音樂組前後測
比較結果來看，睡眠品質數值亦是下降，惟沒有靈氣組差異幅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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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個人與工作過勞部份，靈氣組後測數值明顯下降，意味個人壓力與
工作壓力皆相對有效減輕；音樂組數值亦是下降，亦無靈氣組幅度大。
在統計上，個人與工作過勞皆達顯著差異。

第七節

音樂組與對照組活動前後之差異分析

由表九得知，音樂組與對照組在前測自覺健康部分有二項達顯
著，後測只剩一項達顯著。音樂組自覺健康部分平均值皆比對照組低，
前測平均值差皆負值，表示在實驗前，對照組自覺健康部分比音樂組
佳，經由聆聽音樂後實驗結果得知，音樂組平均值皆提升，甚至有二
項均值差由前測負值轉為正值，顯示聆聽音樂後自覺健康提升相較於
對照組更多，而對照組並無顯著改變。
另外，在睡眠品質部份，音樂組與對照組後測結果不顯著，音樂
組後測睡眠品質數值下降，表示睡眠品質改善，然對照組前測與後測
比較，睡眠品質並無明顯改善。在個人與工作過勞部份，音樂組後測
數值明顯下降，意味個人壓力與工作壓力皆有效減輕，而對照組並無
明顯改變。統計上，個人與工作過勞皆達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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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
音樂組(n=11) 與對照組(n=11)之平均值前後測對照表
Mean dif
Mean

Mean

Mean

Mean

Mean diff

音樂組
後測
(第八週)

對照組
後測
(第八週)

音樂組
VS
對照組後測
(第八週)

f

音樂組VS對照組

身體功能

90.45±2.82

97.73±1.83

-7.273*

90.45±3.19

97.27±2.27

-6.818

68.18±12.65

84.09±6.10

-15.909

68.18±12.65

84.09±6.10

-15.909 †

疼痛

47.82±2.33

50.73±1.75

-2.909

50.18±2.18

52.00±0.97

-1.818

一般健康知覺

50.45±3.99

57.27±2.86

-6.818

52.27±3.68

57.27±2.86

-5.000

生理健康指標

256.91±21.79

289.82±12.54

-32.919

261.09± 21.71

290.64± 12.20

-29.555

身體功能角色限制

對照組
前測
(第一週)

音樂組
VS
對照組前
測
(第一週)

音樂組
前測
(第一週)

活力狀態

62.73±2.46

63.18±3.65

-0.455

49.55±2.28

47.27±2.46

2.273

社交功能

73.86±4.28

82.95±3.87

-9.091

71.59±9.55

63.64±11.11

7.955

心理健康

66.91±2.81

67.27±3.53

-0.364

49.09±2.54

52.73±2.40

-3.636

63.64±10.50

81.82±6.91

-18.182*

63.64±10.50

84.85±6.91

-21.212

267.14±20.05

295.23± 17.96

-28.091

233.86± 24.86

248.48 ±22.89

-14.621

情緒功能角色限制
心理健康指標
睡眠品質

14.32±.38

13.36±.41

個人過勞

45.73±1.98

37.91±2.80

工作過勞

42.27±2.61

35.00±3.35

.955

13.72±.35

13.36±.59

.364

7.818*

35.45±2.30

36.18±3.30

-.727

7.273*

33.00±1.72

35.18±3.31

-2.182

† p＜0.10, *p＜0.05, **p＜0.01,***p＜0.001

第八節

靈氣組、音樂組與對照組八週之睡眠與壓力趨勢

由圖一得知，匹茲堡睡眠品質分數小於 5 表示睡眠品質改善顯著，
在靈氣組、音樂組與對照組的睡眠品質量測結果皆不顯著，但在靈氣
組與音樂組的睡眠品質有些微改善，且以靈氣組的效果較為明顯，而
對照組的八週實驗週期則無明顯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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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匹茲堡睡眠品質分數八週趨勢比較圖

由圖二得知，在靈氣組、音樂組的個人壓力八週量測結果結果皆
顯著的表現，且靈氣組的個人壓力改善效果更明顯勝於音樂組，但對
照組的個人壓力八週實驗週期則無明顯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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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個人過勞檢測分數八週趨勢比較圖

由圖三得知，在靈氣組、音樂組的工作壓力八週量測結果皆顯著，
且靈氣組的工作壓力改善效果更明顯優於音樂組，但對照組的個人壓
力八週實驗週期則無明顯改善。
由上述趨勢圖顯示出靈氣與音樂能改善睡眠品質與紓解壓力，而
施做靈氣的效果皆更勝於音樂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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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工作過勞檢測分數八週趨勢比較圖

第九節

靈氣組、音樂組與對照組前後測顯著與優劣總評

由表十各組組內顯著差異對照表觀察得知靈氣組組內六個構面有
顯著改善，相較於音樂組兩項顯著改善，與對照組顯著有三個構面為
負面的顯著，可看出施做靈氣於八週實驗週期的成效的確有顯著的效
果與改善。由靈氣與對照組的顯著結果，顯示前測時對照組有七個構
面有顯著優於靈氣組，然而在後測的結果發現對照組只剩一個構面顯
著優於靈氣組，甚至在個人與工作過勞方面，靈氣組受試者的狀況是
顯著勝過對照組。由靈氣組與音樂組的前測顯著結果看出音樂組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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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
靈氣組、音樂組與對照組之顯著與組間前後測顯著對照表
項目

靈氣組

音樂組

對照組

前後測

前後測

前後測

靈氣/對照
前測

後測

靈氣/音樂
前測

後測

身體功能角色限制
疼痛
一般健康知覺

●
●
●

●

後測

○

社交功能

○

心理健康
情緒功能角色限制

○
○
○

●
●
●
●
●
●

●

睡眠品質

●
●

○

●

●
○

活力狀況

工作過勞

前測

●

身體功能

個人過勞

音樂/對照

●
●

●後測比前測好(達顯著差異)
○後測比前測差(達顯著差異)

●
●
●

○
○

○

●

○
○

●
●

●後組比前組好(達顯著差異)
○後組比前組差(達顯著差異)

兩個構面顯著優於靈氣組，而到實驗八週之後測時，音樂組只剩一個
構面優於靈氣組，而靈氣組則有四個構面顯著勝過音樂組。在音樂組
與對照組的前測可看出對照組有四個構面勝過音樂組，而到後測時對
照組只剩一個構面顯著於音樂組。
由表十各組組內前後測優劣比較，靈氣組在十一個構面有九個構
面是勝過前測的，音樂組的後測十一個構面只有五個構面優於前測，
相較於對照組後測有九個構面比前測差的結果，顯示出施做靈氣的效
果，的確可以在本論文提出的十一個構面有所改善。在靈氣組與對照
組之前測比較，對照組全部十一個構面皆勝於靈氣組，而在施作靈氣

42

之後的八週，靈氣組反而有六個構面勝過對照組，在靈氣組與音樂組
的前測比較，音樂組的所有十一項構面皆勝過靈氣組，而在八週實驗
週期之後，靈氣組反而有十一項優於音樂組，由此可見，施做靈氣的
確有顯著的效果。而由音樂組與對照組之結果分析，對照組有十一個
構面勝過音樂組，音樂組在後測則改善了三個構面勝過對照組之受試
者。
表十一
靈氣組、音樂組與對照組內與組間之前後測優劣對照表
項目
身體功能
身體功能角色限制
疼痛
一般健康知覺
活力狀況
社交功能
心理健康
情緒功能角色限制
睡眠品質
個人過勞
工作過勞

靈氣組

音樂組

對照組

靈氣/對照

前後測

前後測

前後測

前測

後測

前測

後測

前測

後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後測比前測好
○後測比前測差

靈氣/音樂

●後組比前組好
○後組比前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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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對照

第五章 結論及建議
本章總結研究結果與發現，分別針對靈氣及音樂對職場工作人員在

壓力釋放與睡眠品質的影響加以說明描述，並對研究結果之未來應用
與研究方向給予建議。

第一節 靈氣對職場工作人員自覺健康、睡眠與壓力之影響
實驗前，靈氣組自覺健康部分比對照組差，但經由施做靈氣後，
靈氣組平均值提高，顯示施做靈氣後所表現的自覺健康度有明顯提升
(參見表七)。實驗結果顯示，靈氣組之自覺健康部份(參見表四)，八個
構面有身體功能角色限制、疼痛、一般健康知覺、社交功能、情緒功
能角色限制等五項於前後測達顯著差異(p<.05) 。
另外，睡眠品質部份，相較對照組，靈氣組改善幅度較大。個人
與工作過勞部份，靈氣組後測數值皆明顯下降，表示個人與工作過勞
皆相對有效紓解，對照組則無明顯改變(參見表七)。

第二節 音樂對職場工作人員自覺健康、睡眠與壓力之影響
實驗前，音樂組自覺健康部分比對照組差，但經由聆聽音樂之後，
音樂組平均值提高，顯示聆聽音樂後所表現的自覺健康度有明顯提升
(參見表九)。自覺健康提升項目中，前後達顯著差異者包括活力狀況與
心理健康兩項 (p<.05) (參見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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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中前測與後測的結果亦可得知，睡眠品質在統計上，音樂組
與對照組的後測結果不顯著，音樂組前測與後測的睡眠品質之數值下
降，而數值下降表示睡眠品質越好。在音樂組的個人與工作過勞之前
測與後測數值皆明顯下降，其意味個人壓力與工作壓力皆相對有效減
輕，個人與工作過勞皆有顯著差異。

第三節 靈氣與音樂對職場工作人員自覺健康、睡眠與壓力之影響
實驗結果得知，在自覺健康提升方面，靈氣組在施做靈氣後表現
比音樂組高，音樂組並無顯著改變。睡眠品質上，靈氣組與音樂組後
測結果顯示皆有改善，然音樂組沒有靈氣組效果大。另外，個人與工
作過勞部份，靈氣組與音樂組皆有效減輕，然靈氣組效果較佳。
綜合上述論述實驗結果顯示，靈氣對職場工作人員在自覺健康，
睡眠品質與工作壓力的紓解是有效的。

第四節 研究限制
1、 本研究是以小樣本取樣為主，無法得到數據的完整性，未來期
許擴大實驗樣本數，所得的資料數據將可更具代表性。
2、 本研究受試者年齡位於 20~45 歲之間服務業的工作人員，未能
遍及職場所有年齡層，未來研究可擴及年齡層及不同產業別之
工作人員。
3、 施測時間為期兩個月，受限於公司之要求，僅於上午九點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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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五點上班期間施測，若受測的時間與期間可以更寬裕，則實
驗所得的結果將更趨近完整。

第五節 研究貢獻
1、提出新的研究方向與架構
由研究結果得知，靈氣能有效協助職場人員工作壓力的紓解與睡眠
品質的提升，目前國內尚未有關靈氣的應用於改善睡眠與壓力紓解的
研究，本研究探討職場工作人員施做靈氣對於工作壓力紓解與睡眠品
質提升，以實驗法的方式表現，期盼本研究結果能成為學術研究之另
一開端，延續學術的研究。

2、證實靈氣可改善自覺健康、睡眠品質與工作壓力
經由實驗法，本研究證實施做靈氣能有效協助職場人員工作壓力
的紓解，並提升睡眠品質。紓解工作壓力及睡眠障礙對於職場人員為
重要課題，本研究以另類療法─靈氣，達到紓解工作壓力與提升睡眠
品質，除身體健康外，應正視心理的健康，健全的身心靈可幫助職場
工作人員在人際關係、工作環境有更好的抗壓能力及睡眠品質。因此，
提供健全的身心靈活動不僅能改善自覺健康與睡眠品質，更能有效紓
解壓力，並提升職場工作人員之工作效率，為本研究研究目的。

3、提供公司行號人力部門對員工照顧新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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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經濟、環境的變遷、與醫療進步與社會文化改變，我國就業
人口的離職率與失業率不斷地再提升，特別是年輕族群之工作狀況更
為不穩定，所承受的壓力更大，不僅是家庭的負擔，更造成政府機關
的困擾。公司行號對於員工的精神壓力以往僅能藉由社工或身心障礙
科所協助，但其僅能提供的資源範疇極少，未能遍及所有職場員工，
若公司行號的人力資源單位在員工遇到個人與工作障礙的時候，得以
透過靈氣與音樂的舒壓、改善睡眠品質與提升自覺健康，公司則多一
項選擇，不僅可以確實掌握員工的日常作息、身心靈之健康狀況，更
可以讓員工的工作效率提升，增進公司歡笑的工作氛圍，提升公司另
一種隱形的資產。

4、提供政府對勞工政策新方向
對於政府勞工相關機關而言，提出新的政策方案，照顧勞工之身
心靈、改善其睡眠品質及降低個人與工作過勞，不僅可以降低勞工的
離職率、失業率，不過度浪費醫療資源，更能有效提升勞工的工作成
效，並創造出和諧的家庭，對社會安定能夠成為穩定的基石。

第六節 未來研究建議

1、增加職場類別及實驗次數
本研究對象僅限中部地區某一家服務業員工做為研究對象，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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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無法推論至所有職場員工。另外，僅以上班時間施做靈氣，
每週一次量測，時間有局限性。未來可增加量測次數，亦可擴大至非
上班時間及不同類別行業，增加主管與員工的差異分析，施做靈氣，
了解靈氣的施做能否產生相同的效能。

2、不同靈氣老師指引的選擇
靈氣經點化後學習大致區分三個階段三個級數，第三級為最高
級，筆者為二級靈氣老師，靈氣二級擁有符號強化與遠距療癒的能力，
未來研究可邀請擁有三級證照的靈氣老師施做實驗，或同一實驗聘請
不同級數的靈氣老師參與實驗，來觀察實驗成果的表現是否因靈氣老
師的不同而有所變化。

3、考慮其他不同療法
本研究藉由施做靈氣與聆聽音樂比較睡眠品質提升與紓解壓力之成
效，未來亦可採用其他另類療法與施做靈氣做比較，例如「正念減壓
課程」(Mindfulness-Based Stress Reduction，MBSR)。MBSR 是培養並
強化覺察力，並將正念帶到生活中，讓自己能隨時覺察到自我身心狀
態，面對或處理生活中的壓力、情緒及身體的疼痛等不適，幫助改善
人際關係，利己也利他。透過正念減壓課程，亦可提供另一個舒解個
人或工作壓力的選擇。正念減壓可於平日隨手可施做，易於靈氣的施
做，亦可作為不同另類療法研究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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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SF-36台灣版問卷

SF-36

本調查目的在探討您對自己健康的看法。這些資訊將能幫助您記錄您的感
受，以及您在執行日常生活的能力。
敬請回答下列各問題並圈選一適當答案。如您對某一問題的回答不能確定，
還是請您盡可能選一個最適合的答案。在本部份所指過去一個月內﹐係指從今天往
前算三十天內。

1. 一般來說，您認為您目前的健康狀況是
（請僅圈選一項答案）
極好的................................................................................... ...............1
很好.......................................................................................................2
好...........................................................................................................3
普通.......................................................................................................4
不好.......................................................................................... ............5

2. 和一年前比較，您認為您目前的健康狀況是？
（請僅圈選一項答案）
比一年前好很多................................................................................1
比一年前好一些................................................................................2
和一年前差不多................................................................................3
比一年前差一些................................................................................4
比一年前差很多................................................................................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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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下面是一些您日常可能從事的活動，請問您目前健康狀況會不會限制您從事這
些活動？如果會，到底限制有多少？
（每行請僅圈選一項答案）
活

動

會,
會,
不會,
受到很多限制 受到一些限制 完全不受限制

a.費力活動，例如跑步、提重物、
參與劇烈運動

1

2

3

b.中等程度活動，例如搬桌子、
拖地板、打保齡球、或打太極
拳

1

2

3

c.提起或攜帶食品雜貨

1

2

3

d.爬數層樓樓梯

1

2

3

e.爬一層樓樓梯

1

2

3

f.彎腰、跪下或蹲下

1

2

3

g.走路超過 1 公里

1

2

3

h.走過數個街口

1

2

3

i.走過一個街口

1

2

3

j.自己洗澡或穿衣

1

2

3

4.在過去一個月內，您是否曾因為身體健康問題，而在工作上或其他日常活動方
面有下列任何的問題?
（每行請僅圈選一項答案）
是

否

a.做工作或其它活動的時間減少

1

2

b.完成的工作量比您想要完成的較少

1

2

c.可以做的工作或其他活動的種類受到限制

1

2

d.做工作或其他活動有困難 (例如，須更吃力)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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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過去一個月內，您是否曾因為情緒問題(例如，感覺沮喪或焦慮)，而在工作
上或其他日常活動方面有下列的問題?
（每行請僅圈選一項答案）
是

否

a.做工作或其它活動的時間減少

1

2

b.完成的工作量比您想要完成的較少

1

2

c.做工作或其它活動時不如以往小心

1

2

6. 在過去一個月內，您的身體健康或情緒問題，對您與家人或朋友、鄰居、社團
間的平常活動的妨礙程度如何？
(請僅圈選一項答案)
完全沒有妨礙........................................................................................1
有一點妨礙............................................................................................2
中度妨礙. ...........................................................................................3
相當多妨礙............................................................................................4
妨礙到極點............................................................................................5

7. 在過去一個月內，您身體疼痛程度有多嚴重？
(請僅圈選一項答案)
完全不痛................................................................................................1
非常輕微的痛........................................................................................2
輕微的痛................................................................................................3
中度的痛................................................................................................4
嚴重的痛................................................................................................5
非常嚴重的痛.................................................................................……..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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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過去一個月內，身體疼痛對您的日常工作(包括上班及家務)妨礙程度如何？

(請僅圈選一項答案)
完全沒有妨礙........................................................................................1
有一點妨礙............................................................................................2
中度妨礙................................................................................................3
相當多妨礙..................... ......................................................................4
妨礙到極點............................................................................................5

9. 下列各項問題是關於過去一個月內您的感覺及您對周遭生活的感受，請針對每
一問題選一最接近您感覺的答案。在過去一個月中有多少時候......
（每行請僅圈選一項答案）
一直都是 大部分時間 經常 有時 很少 從不
a.您覺得充滿活力？

1

2

3

4

5

6

b.您是一個非常緊張的人？

1

2

3

4

5

6

c.您覺得非常沮喪，沒有任何事
情可以讓您高興起來？

1

2

3

4

5

6

d.您覺得心情平靜？

1

2

3

4

5

6

e.您精力充沛？

1

2

3

4

5

6

f.您覺得悶悶不樂和憂鬱？

1

2

3

4

5

6

g.您覺得筋疲力竭？

1

2

3

4

5

6

h.您是一個快樂的人？

1

2

3

4

5

6

i.您覺得累？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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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過去一個月內，您的身體健康或情緒問題有多少時候會妨礙您的社交活動（如
拜訪親友等）？
(請僅圈選一項答案)
一直都
會............................................................................................................1
大部分時間會........................................................................................2
有時候會................................................................................................3
很少會..................................................................... ..............................4
從不會....................................................................................................5

11.下列各個陳述對您來說有多正確？
(每行請僅圈選一項答案)
完全正確 大部分正確

不知道

大部分不正確 完全不正確

a.我好像比別人較容易生病

1

2

3

4

5

b.和任何一個我認識的人來
比, 我和他們一樣健康。

1

2

3

4

5

c.我想我的健康會越來越壞

1

2

3

4

5

d.我的健康狀況好得很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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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匹茲堡睡眠品質指數問卷

匹茲堡睡眠品質指數問卷
題示:以下問題，請您針對過去的一個月內的睡眠情形的平均狀況來
加以回答最符合您情況的答案。
1.您晚上通常何時上床睡覺? 時 分
2.您通常在上床後多久才可以入睡?
(1)<=15分 (2)16-30分 (3)31-60分 (4)>=61 分 (5)其它
3.您通常早上幾點起床? 時 分
4.您每天晚上真正睡著的時間約多少?
(1)>=7 小時 (2)6-6.9 小時 (3)5-5.9 小時 (4)<=4.9 小時
(5)其它
5.最近一個月內，您的睡眠為下列問題所干擾的頻率如何?
給分標準-0 分: 從來沒有；1 分: 1 週少於1 次； 2 分: 1 週1-2
次；3 分: 1 週3 次以上有，非常困擾
0123
無法在30 分鐘內入睡
半夜醒來不易再入睡
為上廁所而起床
呼吸不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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咳嗽
覺的太冷
覺的太熱
疼痛
作夢
6.最近一個月內，您覺的對您的睡眠品質如何?
(1)極不滿意 (2)不滿意 (3)差不多 (4)滿意 (5)極滿意
7.最近一個月，你有多少次需要服用藥物(醫師處方或成藥)來幫助睡
眠
(1)從來沒有(2)少於一週一次(3)每週1-2 次(4)每週3 次或
以上
8.近一個月內，當您在開車、用餐、從事社交活動時，您多少次覺的
沒有睡飽?
(1)從來沒有(2)少於一週一次 (3)每週1-2 次 (4)每週3 次
或以上
9.最近一個月，你覺的維持足夠的精力去作事，有沒有困難?
(1)完全沒問題 (2)只有很少問題 (3)有些問題 (4)有很大的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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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過勞量表

1. 你常覺得疲勞嗎?
□總是(1) □常常(2) □有時候(3) □不常(4) □從未或幾乎從未(5)
2. 你常覺得身體上體力透支嗎?
□總是(1) □常常(2) □有時候(3) □不常(4) □從未或幾乎從未(5)
3. 你常覺得情緒上心力交瘁嗎?
□總是(1) □常常(2) □有時候(3) □不常(4) □從未或幾乎從未(5)
4. 你常會覺得，「我快要撐不下去了」嗎?
□總是(1) □常常(2) □有時候(3) □不常(4) □從未或幾乎從未(5)
5. 你常覺得精疲力竭嗎?
□總是(1) □常常(2) □有時候(3) □不常(4) □從未或幾乎從未(5)
6. 你常常覺得虛弱，好像快要生病了嗎?
□總是(1) □常常(2) □有時候(3) □不常(4) □從未或幾乎從未(5)
7. 你的工作會令人情緒上心力交瘁嗎？
□很嚴重(1) □嚴重(2) □有一些(3) □輕微(4) □非常輕微(5)
8. 你的工作會讓你覺得快要累垮了嗎?
□很嚴重(1) □嚴重(2) □有一些(3) □輕微(4) □非常輕微(5)
9. 你的工作會讓你覺得挫折嗎?
□很嚴重(1) □嚴重(2) □有一些(3) □輕微(4) □非常輕微(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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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工作一整天之後，你覺得精疲力竭嗎?
□總是(1) □常常(2) □有時候(3) □不常(4 □從未或幾乎從未(5)
11. 上班之前只要想到又要工作一整天，你就覺得沒力嗎?
□總是(1) □常常(2) □有時候(3) □不常(4) □從未或幾乎從未(5)
12. 上班時你會覺得每一刻都很難熬嗎?
□總是(1) □常常(2) □有時候(3) □不常(4) □從未或幾乎從未(5)
13 不工作的時候，你有足夠的精力陪朋友或家人嗎?
□總是(1) □常常(2) □有時候(3) □不常(4) □從未或幾乎從未(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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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SF-36 量表轉換後各分數表
題 號

回答選項之號碼與內容

該題實際得分

1

1.極好的
2.很好
3.好
4.普通
5.不好
1.有很多之限制
2.有一些之限制
3.完全不受限制
1.是
2.否
1.是
2.否
1.完全無妨礙
2.有一點妨礙
3.中度妨礙
4.相當多妨礙
5.妨礙到極點
1.完全不痛
2.非常輕微
3.輕微
4.中度
5.嚴重
6.非常嚴重
1.完全無妨礙（若第八題選 1.且第七題選 1.）
2.完全無妨礙（若第八題選 1.且第七題選 2.∼ 6.）
3.有一點妨礙（若第八題選 2.且第七題選 1.∼ 6.）
4.中度妨礙（若第八題選 3.且第七題選 1.∼ 6.）
5.相當多妨礙（若第八題選 4.且第七題選 1.∼ 6.）
6.妨礙到極點（若第八題選 5.且第七題選 1.∼ 6.）
1.完全無妨礙
2.有一點妨礙
3.有一點妨礙
4.有一點妨礙
5.有一點妨礙
1.一直
2.大部分
3.經常
4.有時
5.很少
6.從不
1.一直
2.大部分
3.經常
4.有時
5.很少
6.從不

5.0
4.4
3.4
2.0
1.0
1
2
3
1
2
1
2
5
4
3
2
1
6.0
5.2
4.2
3.1
2.2
1.0
6
5
4
3
2
1
6.0
4.75
3.5
2.25
1.0
6
5
4
3
2
1
1
2
3
4
5
6

3-1∼3-10

4-1∼4-4
5-1∼5-3
6

7

第七題及第八
題皆有回答時
之第八題計分
方式

第七題未回答
時之第八題計
分方式

9-1、9-5

9-2、9-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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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9-8

9-7、9-9

10

11-1、11-3

11-2、11-4

1.一直
2.大部分
3.經常
4.有時
5.很少
6.從不
1.一直
2.大部分
3.經常
4.有時
5.很少
6.從不
1.一直都會
2.大部分時會
3.有時候會
4.很少會
5.從不會
1.完全正確
2.大部分正確
3.不知道
4.大部分不正確
5.完全不正確
1.完全正確
2.大部分正確
3.不知道
4.大部分不正確
5.完全不正確

6
5
4
3
2
1
1
2
3
4
5
6
1
2
3
4
5
1
2
3
4
5
5
4
3
2
1

SF-36 量表轉換後各分數表
次量表
身體功能
身體功能-角色限制
疼痛
一般健康知覺
活力狀態
社交功能
心理健康
情緒功能-角色限制

題數
10
4
2
5
4
2
5
3

所有題目之加總
3-1＋3-2＋⋯＋3-10
4-1＋4-2＋4-3＋4-4
7＋8
1＋11-1＋11-2＋11-3＋11-4
9-1＋9-5＋9-7＋9-9
6＋10
9-2＋9-3＋9-4＋9-6＋9-8
5-1＋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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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高）

分數可能

可能分數

之範圍

10；30
4；8
2；12
5；25
4；24
2；10
5；30
3；6

20
4
10
20
20
8
25
3

附錄五 匹茲堡睡眠品質指標 (PSQI) 量表計分方式
匹茲堡睡眠品質指標 (PSQI) 量表計分方式
概念意涵

該題之題數

選項內容

計分方式

component 1【C1】
： 測量主觀睡眠品
質。

第9 題

勾選非常好為→0
勾選好為→1
勾選差為→2
勾選非常差為→3

若0→得0 分
若1→得1 分
若2→得2 分
若 3→得 3 分

component 2【C2】
：測量睡眠潛伏期。
意謂需要多久時
間才能真正睡著。

第2 題

勾選≦15 分鐘為→0
勾選16 至30 分鐘為→1
勾選31 至60 分鐘為→2
勾選≧60 分鐘為→3

第5 題的第(1)
子題

勾選從來沒有為→0
勾選一週少於一次為→1
勾選一週一至二次為→2
勾選一週三次以上為→3

第2 題+第5 題
的第(1)子題來計
分

component 3【C3】
：測量睡眠時數。

第4 題

兩題加總總合：
若0→得0 分
若1 至2 的範圍
→得1 分
若3 至4 的範圍
→得2 分
若5 至6 的範圍
→得 3 分
勾選≧7 小時為→0
勾選6 至6.9 小時為→1
勾選5 至5.9 小時為→2
勾選≦4.9 小時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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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0→得0 分
若1→得1 分
若2→得2 分
若 3→得 3 分

（續）
概念意涵

該題之題數

選項內容

component 4【C4】
：測量睡眠效率；
意謂：（總睡眠
時數÷在床上
時間）*100。

第 4 題÷第 2 題

勾選≧7 小時為→0
勾選6 至6.9 小時為→1
勾選5 至5.9 小時為→2
勾選≦4.9 小時為→3

計分方式

勾選≦15 分鐘為→0
勾選16 至30 分鐘為→1
勾選31 至60 分鐘為→2
勾選≧60 分鐘為→3
結果：
若≧85%為→得
0 分
若75%至84%為
→得1 分
若65%至74%為
→得2 分
若≦65%為→得
3 分
component 5【C5】
：測量睡眠被干擾
之頻率。

將第5 題的第
(2)子題至
第(10)子題加
總

勾選從來沒有為→0
勾選一週少於一次為→1
勾選一週一至二次為→2
勾選一週三次以上為→3

加總總合：
若0→得0 分
若1 至9 的範圍
→得1 分
若10 至18 的範
圍→得2 分
若19 至27 的範
圍→得 3 分

component 6【C6】
：測量安眠藥之使
用。

第6 題

勾選從來沒有為→0
勾選一週少於一次為→1
勾選一週一至二次為→2
勾選一週三次以上為→3

若0→得0 分
若1→得1 分
若2→得2 分
若 3→得 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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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概念意涵

該題之題數

選項內容

計分方式

component 7【C7】
：測量因睡眠不足
干擾到日間功能。

將第7 題+第8 題
加總來計分

勾選從來沒有為→0
勾選一週少於一次為→1
勾選一週一至二次為→2
勾選一週三次以上為→3

若0→得0 分
若1→得1 分
若2→得2 分
若 3→得 3 分

勾選從來沒有為→0
勾選一週少於一次為→1
勾選一週一至二次為→2
勾選一週三次以上為→3

若0→得0 分
若1→得1 分
若2→得2 分
若 3→得 3 分
兩題加總總合：
若0→得0 分
若1 至2 的範圍
→得1 分
若3 至4 的範圍
→得2 分
若5 至6 的範圍
→得 3 分

Add the seven component scores together ，Global PSQI score
總分範圍介於0-21 分，5 分為臨界點，≦5 分表示睡眠品質為好
(good)；> 5 分表示睡眠品質為不良 (po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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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研究問卷說明及同意書

親愛的先生、女士們好：
這是一份有關「靈氣對職場工作人員壓力釋放與睡眠品質提升之研究」的問
卷調查，目的是想了解您目前的睡眠狀況，生活品質及壓力排解，以做為職場工
作人員推廣靈氣促進健康活動。
您所提供的資料僅供學術研究之用，未來絶對不對外公開個人資料，並且絶
對保密，請您安心作答。您提供的意見非常地寶貴，請就您個人目前最真實的感
受和實際情形仔細回答。唯有您寶貴而真實的意見，才能使本研究順利完成。在
此誠懇期盼得到您的協助，更感謝您熱心的協助與支持。
中台科技大學健康產業管理研究所研究生
梁冀陶敬上
指導教授：李瑞敏，鍾燕宜

研究問卷基本資料
1、年 齡：ˍˍˍ歲（出生日期：民國ˍˍ年ˍˍ月）
2、性 別：1.□男性 2.□女性
3、教育程度：1.□無 2.□小學 3.□初中4.□高中/高職 5.□大專/大學 6.□
研究所（含）以上
4、婚姻狀態：1.□單身/未婚 2.□己婚 3.□離婚4.□分居 5.□喪偶 6.□其
他ˍˍˍ
5、職 業：1.□自由業 2.□服務業 3.□公職4.□其他ˍˍˍ
6、過去一年的全家平均月收入多少元？
1.□無收入 2.□低於20000 元 3.□20001--40000 元4.□40001-60000 元
5.60001-80000 元 6.□80001-100000 元7.□100001 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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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慢性併發症：1.□無 2.□一種 3.□二種4.□三種 5.□四種以上（含四種）
6.□ˍˍˍˍˍˍˍˍˍ（請寫出併發症名稱）
8、目前身高：ˍˍˍ體重：ˍˍˍ
9、BMI 值：ˍˍˍˍˍˍˍˍˍ
10、您覺得您會有睡不好的狀況嗎？
1.□沒有 2.□很少 3.□偶爾 4.□經常 5.□總是
11、您覺得您會有壓力的問題嗎？
1.□沒有 2.□很少 3.□偶爾 4.□經常 5.□總是
12、您享受食物嗎？
1.□完全沒有享受 2.□一點享受 3.□中等程度享受 4.□很享受 5.□極享
受
13、您覺得您現在的飲食健康嗎？
1.□非常健康 2.□健康 3.□中等健康 4.□不健康 5.□極不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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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同意書
本人同意接受中台科技大學健康產業管理研究所研究生梁冀陶有關
「靈氣對職場工作人員壓力釋放與睡眠品質提升之研究」研究之問卷
調查，我知道此份問卷資料僅提供學術研究，且會尊重我的權益妥善
保密。填寫問卷過程中，可以隨時要求終止問巻作答。因此，我願意
提供個人資料，做為學術研究之參考。
同意人：ˍˍˍˍˍˍˍˍ
中華民國ˍˍ年ˍˍ月ˍˍ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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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靈氣治療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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