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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心流理論 

 

壹、 心流之理論基礎 

在行為主義盛行的年代，外在因素所造成個體行為的影響，一直

是當年心理學家努力研究的重點，而外在動機就如同行為主義所言的

透過外在的賞罰影響了人們的行為；但對於人類內在動機(intrinsic 

motivation)的研究，直到 Murphy(1958), Rogers(1961)與 Maslow(1962, 

1965, 1971)等學者聚焦在個體所經歷的內心事件，才逐漸從外在動機

轉移到對內在動機的探究（Csikszentmihalyi, 1975）；而Maslow(1968)

提出的需求階層 (hierarchy of needs)，尤其是對於高峰經驗 (peak 

experience)的描述，更讓人們瞭解到這種不需經由外界給予的報酬，也

能使人類持續不斷的享受這種過程的論點。Csikszentmihalyi則接續著

內在動機的研究，試圖尋找其與主觀經驗品質間的關係，也就是內在

動機如何影響人類主觀的感覺，以及為何內在動機具有如此酬賞回饋

的特徵。因此，他便從遊戲(play)這種具備樂趣(enjoyment)本質，又有

強烈內在動機的主題上展開研究，心流經驗則是 Csikszentmihalyi(1975)

對於受試者在自然情境下(natural settings)的活動中，所感受到的一種

至善經驗而做的描述。 

 

一、 源起 

Csikszentmihalyi(1988a)陳述對於心流理論的興趣，可追溯自他以

一群藝術家為研究對象的博士論文研究；他發現這些畫家或雕刻家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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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沈浸於工作的專心度，以及作品完成後的立即失去興趣感之間，有

著令人難以用外在酬賞的論點來解釋之行為，也就是說，這些藝術家

在從事藝術創作的當下，充滿了一種持續性的內在動力，使他們可以

一直全神貫注地浸淫在他們的工作中，而這種驅使他們內在動力運作

的並是非金錢、或其他的外在名利可取代的，Csikszentmihalyi認為唯

一可用來合理詮釋的是，繪畫或雕刻工作的過程本身就是一種獎賞，

而這種內在的酬賞也是促使藝術家不斷投入作品創作的動力來源。正

如同 Maslow(1970)以高峰經驗來描述將潛能完全發揮的快樂與滿足，

促發的原動力就是自我實現的需求，他更指出個人能力淋漓盡致的發

揮時，將是最健康的時刻(healthiest moments)，而促發個人能力極至發

揮的自我實現因子就是，個體深度、持續、自我控制地投入一個活動

中。因此，Maslow 的自我實現給予了 Csikszentmihalyi 對於藝術家廢

寢忘食專心投入工作的合理思考—即他們並非為了獲得傳統的外在獎

賞而工作，而是工作的本身就是一種獎賞回饋。所以，自我實現提供

了心流經驗研究相當有用的概念性架構(Csikszentmihalyi, 1988a)，成為

心流經驗研究的基礎，這些的共同點植基於人本主義的論點，重視人

類經驗了什麼以及如何去詮釋他們的經驗。但 Maslow 所稱高峰經驗

的自我實現者是極少數人士，讓 Csikszentmihalyi進一步深入瞭解內在

動機的真正意涵為何，是否只有一部份人才具有內在動機酬賞性特

質？是否任何一種活動都具備內在酬賞性？所有內在酬賞性的經驗都

相同？這些問題開展了 Csikszentmihalyi對心流經驗的研究。 

 

二、 理論基礎 

Moneta 和 Csikszentmihalyi(1996)指出，心流理論是一個試圖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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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人格、與主觀經驗成為一統合性架構的理論。Csikszentmihalyi

從人類主觀經驗中去尋找具內在動機酬賞性之活動特徵，他相信這種

對人類內在動機的瞭解，將與 Maslow 所言最健康的時刻存有密切的

關聯性。因而，Rebeiro和 Polgar(1999)指出，Csikszentmihalyi以他對

各種人類動機理論的瞭解做基礎，逐漸發展出內在動機具酬賞性特質

之構念，亦即所謂的自成目標行為 (autotelic behavior)或自我動機

(self-motivating)的概念，而所依循的動機理論基礎包括：Maslow(1968, 

1970)的自我實現理論、Lewinsohn 和 Libet(1972)的活動理論(activity 

theory)、Bandura(1977)的自我效能、Seligman(1975)的習得無助、

deCharms(1968)的內在動機理論，以及 Piaget(1962)的發掘兒童遊戲的

內在世界等。但 Csikszentmihalyi(1975)認為雖然每個理論都對人類動

機之研究做了許多貢獻，然而卻沒有一個對內在動機具酬賞特質或自

成目標行為做出令人滿意的解釋，因此他做了一個推論，這種自成目

標行為與自我生存 (survival of self)之間存在相當的關連性。

Csikszentmihalyi(1988b)相信自我生存是由自我動機系統所引發，亦是

人類天生的需求，這種需求或系統對個體的意識下指令，將心理能量

集中於協助個體的成長；而且這種需求是直接藉由投入活動來獲得滿

足(Csikszentmihalyi, 1990)。 

 

為了解釋人類內在動機具酬賞性的特質，Csikszentmihalyi(1993, 

1990, 1988b)指出人類為一個整合了三種動機系統的有機體：基因系統

(genetic teleonomy)、文化系統 (cultural teleonomy)與自我系統 (the 

teleonomy of the self)。基因系統在於尋求歡樂(pleasure)與從人體生理

器官之基因性制程所產生的目標，諸如：飲食、舒適、健康、性的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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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等；文化系統則是為了人類世代的生存，而促使人類在追求權力、

社會參與時，所應遵循及維持的社會文化規範與價值；自我系統則屬

於一種目標導向的階層性結構，當外界訊息與自我目標相符時，自我

結構便會被強化；反之，若與自我目標衝突時，個體意識便會失序，

進而威脅到自我的整合(Csikszentmihalyi, 1988b)。一旦自我在意識中架

構成形後，自我便以自我的生存為目標導向，重複那些與自我目標相

符合的意識訊息，並剔除威脅自我的生存的資訊。因此，當個體的目

標與自我系統結構匯集為一，意識便可以和諧一致地運作，產生前所

未有的欣喜、精力與充實感，此時，個體會只是為了享受這樣的過程

而一再重複這個經歷，基因與文化系統所追求的目標便不復存在，而

心流經驗就是在這種內在動機下的原型(Csikszentmihalyi, 1988b)。換言

之，個體透過情緒、感覺、思想、企圖等主觀感受，在與自我結構的

目標一致下，將知覺到的外界訊息刻意地排列組合成有系統的意識，

便會引發個體快樂、幸福、滿足感，使得個體一再地只是為了自我的

愉悅目標而重複那些經驗，這便是所謂自成目標的行為，也是內在酬

賞的本質。 

 

三、 自我意識與主觀經驗 

胡塞爾 (Husserl)認為，意識一詞可以笛卡兒 (Descartes)的我思 

(cogito)做為代表，亦即我知覺、我記憶、我想像、我判斷、我感覺、

我渴望、我意願，以及與自我有關的一切自我體驗，而體驗本身的本

質意味著體驗就是意識，一切的體驗也被稱為是「意向的經驗」（引自

李幼蒸譯，1994）。現象學給予 Csikszentmihalyi 對於自我意識與主觀

經驗上的思考基礎；因此，心流理論不僅是當今人本心理學研究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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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Csikszentmihalyi(1990)更指出，此理論是建構在訊息理論上的一

種意識現象學模式，它強調人類經驗了什麼以及如何去詮釋他們的經

驗，而 Csikszentmihalyi(1988b)闡述意識的內容就是經驗，個體透過意

識對經驗的整合，自我才能在意識中架構成形。因此，主觀經驗也是

一種自我意識，當自我系統結構之自我的生存目標導向因子被觸發

後，個體便只為了經歷這個過程本身而重複之，這種對內在動機的詮

釋與心流經驗發生間的關係，Csikszentmihalyi認為提供我們瞭解自我

的生存與幸福的意義，也幫助我們解釋什麼造成意識失序，什麼可以

增加意識的整合性。所以，Csikszentmihalyi(1990)指出對投入活動與人

類動機之間存有相關性的認識是重要的，而在活動中所引發內在動機

酬賞的主觀經驗之剖析，也是必要的中心課題（引自張定綺譯，1993）。 

 

Moneta 和 Csikszentmihalyi(1996)認為過去二十年來，心理學家對

於主觀經驗與經驗品質等研究有著極高的興趣，理由有三：其一為生

活品質是一種主觀內在經驗的構念，其二為正向的主觀特質與健康之

間有相當的關聯性，其三為主觀經驗在先天與環境之間扮演中介的效

果。因此，對心流狀態下主觀經驗之研究，亦能彰顯出心流經驗對於

個體生活品質的影響。而根據 Csikszentmihalyi和 LeFevre(1989)指出，

欲檢驗個體主觀經驗品質的一個方法，即透過快樂、創造力、活力、

滿足感與動機等變項予以測量。Csikszentmihalyi(1997)在心流下之主觀

經驗的研究中指出，雖然心流經驗的過程令吾人感受愉悅、快樂，但

這種感受應該是在活動結束後吾人回顧這段過程時方才湧現，事實上

處於心流狀態時，並未必見得會感到快樂，原因乃心流的發生必須全

神貫注的精神與身心合一的協調，在此情況下絲毫容不下其他無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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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法與情緒，Csikszentmihalyi進一步指出經常處於心流情境者會有較

佳的主觀感受，如高度的專注力與自尊，但在快樂與樂趣方面則差異

不顯著。這說明了心流發生的當下，由於吾人專心一致地從事活動，

自我意識便暫時隱頓，所以主觀經驗並不會有愉快感。然而，當心流

狀態結束後在回溯的過程中，我們則因為自己在活動中的付出，而體

會了這種對個體意識拓展與成長有助益的感受，所以內心真正感到歡

欣、快樂。因此，Csikszentmihalyi認為經常處於心流狀態者是一種自

得其樂的人格特質，因為他們有自成目標的自我動機，不倚賴外界所

給予的報酬，所以擁有較好的主觀經驗品質，也能體會真正的快樂與

幸福。 

 

四、 小結 

Moneta 和 Csikszentmihalyi(1996)指出心流理論整合了動機、人

格、與主觀經驗，試圖解釋人類幸福、快樂的根源，而 Csikszentmihalyi

從遊戲這種具備樂趣本質，又有強烈內在動機的主題上展開研究，並

結合對自然情境下遊戲本質與內在動機酬賞性之探討，進而探究主觀

經驗品質與提供酬賞性活動之間的關係。所以，心流經驗與自我意識

之間有相當程度的關聯，而這也意味著對於研究在心流狀態下的主觀

經驗之重要性。Csikszentmihalyi(1990)認為，掌握意識是追求幸福人生

的必經之途，而幸福快樂這種主觀情緒經驗，需要我們以積極方式建

立起人生目標與自我意識之間的關係，才能對生活品質產生影響，他

更以精神能趨疲(psychic entropy)一詞來詮釋自我意識脫序後的負向情

緒，將會導致吾人精神能量窒礙難行，而無法集中注意力達成目標（引

自張定綺，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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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心流理論模式 

在心流理論基礎形成後，我們需要瞭解在什麼樣的情境下，個體

的自我意識或主觀經驗可以感受到因內在酬賞所引發的最正向、愉悅

的感覺，什麼情境之下吾人的主觀經驗是不愉快的、負向的感覺等，

而心流理論便嘗試以動機系統來解釋這種個體的主觀經驗。心流理論

模式在經過許多學者的研究後，逐漸地由三路徑(three-channel)模式發

展成四路徑(four-channel)模式，以及八路徑(eight-channel)模式，茲將

分述如后。 

 

一 、 心流理論之原始模式 

Csikszentmihalyi(1975)早期的研究中，以繪畫、攀岩、作曲、下棋

等活動為訪查依據，而對於人生至善經驗的描述也從人們對活動的感

受予以定義，因此，在原始的心流模式中(圖 2-1)，他認為，心流狀態

代表的是，個體所知覺到的環境挑戰與個體所知覺到自身技術之間達

到平衡。在此一模式中，挑戰與技術所指的並非客觀以為的標準，也

就是說心流經驗的發生不是以活動本身所具備的客觀特性來定義，而

是以個體主觀對於所知覺到的挑戰與技術是否達到平衡來界定。 

 

根據Moneta和 Csikszentmihalyi(1996)指出，心流理論提出人類尋

求心流經驗的二個動力來源： 

1. 當知覺到本身的技術低於工作(task)的挑戰時，個體會經驗到焦

慮(anxiety)，並將設法學習新的技術來平衡這種感覺。 

2. 當知覺到本身的技術高於工作的挑戰時，個體會經驗到乏味感

(boredom)，並將設法尋求更具挑戰性的活動來平衡這種感覺。 



 16

因此，焦慮-心流-乏味(anxiety-flow-boredom)三路徑模式構成了整

個理論的原始架構。而Moneta and Csikszentmihalyi(1996)並指出，自

我系統會無止境地擴張平衡的層次，讓個體知覺到的挑戰與技術能愈

來愈高，而個體因為透過對心流經驗的感受，也持續不斷地找尋更多

的複雜性與樂趣。 

 

 

 

 焦慮 

  

 心  流 

乏味 

 

 

 

圖 2-1 心流狀態之模式 
資料來源：引自 Csikszentmihalyi( 1975, p.49) 

 
 
 

二 、 心流理論之動力模式 

Moneta 和 Csikszentmihalyi(1996)指出，心流理論將人視為一個整

合了基因、文化與自我等三種動機系統的主體。心流經驗的產生與自

我系統有著密切的關聯，因為縱使在缺乏基因與文化系統之下，藉由

自我系統對於自我意識的重組與成長，仍能使個體經歷到愉悅與報酬

感。據此，Moneta 和 Csikszentmihalyi 認為，心流理論提出當個體被

低              技術            高

高         

挑
戰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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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系統所驅使時，主觀經驗(在心流狀態下的意識)之最適當情況便會

發生的假設，而這個對自我系統的假設也引發了心流動力模式的探討。 

 

Massimini、Csikszentmihalyi和 Carli(1987)對自我系統的特徵做了

以下的說明：主觀經驗品質是二種主觀變項的函數 — 個體面對一個

活動時所知覺到的挑戰，與個體知覺到的本身技術；亦即主觀經驗品

質與個體知覺到的挑戰與技術存有密切的關係。然而，Massimini 和

Carli(1988)認為相較於個人日常生活的一般經驗，心流經驗應該在挑戰

與技術都到一個程度水準時才會發生，所以，焦慮-心流-乏味三路徑模

式，應該修正為焦慮-淡漠-心流-乏味(anxiety-apathy-flow-boredom)四路

徑模式，而這樣的修正也是心流理論構念與方法學上的一個突破

(Csikszentmihalyi & Csikszentmihalyi, 1988)。它們的關係如下(詳見圖

2-2)： 

 

1. 當知覺到的挑戰與技術比日常生活經驗到的都低時：個體經驗

到淡漠感(apathy)，且其主觀經驗品質相當低落。 

2. 當知覺到的挑戰高於技術時：個體經驗到焦慮感(anxiety)。 

3. 當知覺到的技術高於挑戰時：個體經驗到乏味感(boredom)。 

4. 當知覺到的挑戰與技術同時都相當高時：個體經驗到心流，且

其主觀經驗品質相當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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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四路徑心流模式 
資料來源：引自 Csikszentmihalyi & Csikszentmihalyi(1988, p261) 

 

 

在心流理論發展至四路徑模式之後，Massimini 和 Carli(1988)認

為，由於 Csikszentmihalyi的原始模式根據的是一些高結構性與高投入

性的活動(如：下棋、攀岩、外科手術等)所建構，但在一般吾人的日常

生活活動中未必都具備這種條件，因而，為擴大心流理論的適用情境，

Massimini 和 Carli 認為應該修正為八路徑模式，即是在原區分為高低

二級的挑戰與技術之間，再加上中間程度(moderate)的四個路徑，分別

是高度挑戰與中度技術下的覺醒(arousal)，低度挑戰與中度技術下的鬆

弛感(relaxation)，中度挑戰與高度技術下的掌控感(control)，以及中度

挑戰與低度技術下的擔憂(worry)它們的關係如下(詳見圖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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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平均挑戰 

挑 
戰 
                             個人平均技術
 

淡漠                乏味 
                

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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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八路徑心流模式 
資料來源：引自Massimini & Carli(1988, p270) 

 

三 、 小結 

Csikszentmihalyi(1975)從具酬賞性內在動機之研究開始，走訪了許

多以自己所喜愛的活動做為生涯發展的人士，發現在人類的活動經驗

中，有一種像行雲流水般愉悅的經驗，而這種感受通常都發生在個體

知覺到的環境挑戰與自身技術之間達到平衡的活動之中，而這種對於

心流經驗的描述研究亦發展出心流理論的模式。Moneta 和 

Csikszentmihalyi(1996)認為個體因為透過對心流經驗的感受，使其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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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不斷地擴張平衡的層次，導致個體知覺到的挑戰與技術能愈來愈

高，而持續不斷地找尋更多的複雜性與樂趣，因此，他便指出心流經

驗的發生要件是，個體主觀對於所知覺到的挑戰與技術是否達到平

衡。Csikszentmihalyi和 LeFevre (1989)指出許多研究證實了在知覺到的

挑戰與技術達到平衡時，個體的主觀狀態通常會較積極主動、有精神、

專注、高興、滿足與有創意，而這樣的論述對於建構所從事的活動能

否具備產生心流經驗的條件而言，具有相當的重要性，這也就是

Csikszentmihalyi(1990)所謂具結構性的活動或主動式的休閒活動，他更

指出被動式的娛樂、休閒沒有機會使用到自身的技能，所以較無法感

受到心流；唯有使用心智的工作以及從事主動式的休閒，才能夠使吾

人從中體會心流經驗(Csikszentmihalyi, 1997)。因此，本研究將以個體

所從事的休閒活動，來探索其在心流經驗與主觀經驗間的關聯性。 

 

參、 心流經驗之架構 

Csikszentmihalyi(1990)認為心流是一種主觀的心理狀態，發生於當

人們全然的投入一個活動中，而根據他對心流理論的看法，心流經驗

是一種自成目標的歷程，這種過程具歡樂性，以致於個體本身都想一

再重複的經歷這樣的歷程；因之，心流經驗也被稱為自成目標的樂趣，

或至善經驗(Csikszentmihalyi, 1988a)。他著手研究這種過程具樂趣性的

活動，並根據包括藝術家、運動員、音樂家、棋壇高手及外科醫生等

研究對象的陳述，從他們所從事的工作活動中，試圖分析幸福的感覺，

以及形成這些感覺的原因，而逐步建立了心流經驗的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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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心流活動與心流經驗的發生 

Csikszentmihalyi(1997)將人類的日常活動區分為，生產類活動(工

作或學習)、維持類活動(家事、飲食、打扮、開車等)與休閒類活動等

三類，又將休閒類活動細分成，主動式休閒(從事嗜好、運動、彈奏樂

器等)與被動式休閒(看電視、放鬆休息、聊天等)兩種，而人類的內在

動機對個體所感興趣的活動，尤其是主動式休閒活動，會感受到即使

是外在酬賞亦所無法取代的愉悅感。因此，Csikszentmihalyi(1988a)認

為，心流經驗是一種自成目標的歷程，以致於個體都想一再重複地經

歷這樣的過程。這句話闡述了心流經驗之發生原因，然而對大多數人

而言，縱使經歷過心流經驗，但卻很難將之持續或因此擴大自身滿足

感，其中一個重要的關鍵在於，心流並非我們生活中的唯一動機來源，

一種古老、具強大威力的動機—尋求舒適與安全，比起心流經驗中因

克服挑戰而帶來的快樂感，更易使人類朝那方向前去 (Jackson & 

Csikszentmihalyi, 1999)，這也是為何被動式休閒活動，如觀看電視、

睡覺休息等，總是佔據休閒的多數時間，然這樣的活動對於正向內在

經驗卻沒有太多助益；因而，想要享受心流經驗便需全心地投入一種

活動(Csikszentmihalyi, 1997)。 

 

由於心流經驗導源於對活動的全然投入，Csikszentmihalyi(1988c)

便指出，心流經驗促使人們將自身伸展到極限，並使個體能隨時接受

下一個挑戰，以改善原有的技術能力。這是因為當活動的挑戰性高於

自身所擁有的技術時，個體會產生焦慮感；相對地，活動的挑戰性若

低於自身所擁有的技術時，乏味、無趣感便產生。所以，心流經驗通

常發生在挑戰與技術相對平衡的結構清楚之活動中（如作曲、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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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岩、下棋），而個人也會因此不斷的自我成長。心流的產生使我們面

對日常生活的種種時，不再導致意識裡心理能量的耗竭，反而讓我們

可以充分運用自己的心理能量，妥善處理周遭的事物，這種自成目標

的經驗是發自於內在動機的一種獎賞，所獲得的酬賞目標物最主要就

是「經歷過程」，而並非想藉此得到其他的利益或獎賞(Csikszentmihalyi, 

1990)；也就是說心流產生時，我們感受到的經驗過程更勝於結果，此

時的滿足感與成就感也因為過程本身所帶來的酬賞，相對使我們感到

幸福與快樂(Rebeiro & Polgar, 1999)。 

 

二 、 心流經驗的特徵向度 

Csikszentmihalyi(1990)指出，真正能帶來滿足感的不是財富，而是

肯定自己的人生，肯定的人生就如同幸福快樂的人生一樣，是一種自

己決定生命內涵的參與感、與掌控心靈意識的主控感，心流經驗便導

源於此。Csikszentmihalyi進一步說明，心流經驗是一個人全神地投入

一件事（或一個活動），其他事對他而言都不關緊要，過程的本身就是

一種歡樂，以致於會不惜代價的全然投入。個體在這種心流狀態下的

特徵是：挑戰與技術的平衡、知行合一、清晰的目標、清楚的回饋、

專心於手邊的事物、自我掌控感、失去自我意識、失去時間感等。新

近的研究中 Csikszentmihalyi（1996, 1993）又增添一項自成的目標，使

心流經驗的特徵向度增加為九種，將之分述如下： 

 

（一） 挑戰與技術的平衡(challenge-skills balance) 

Csikszentmihalyi 和 Csikszentmihalyi(1988)認為心流經驗發生於當

個體本身所擁有的技術，達到處理這種情境所要求的水準。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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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流理論假設環境的挑戰性高過個人所擁有的技術，則個體將產

生焦慮；若個人所擁有的技術高過環境的挑戰，則個體將產生乏

味、無趣感。只有在挑戰與技術達成平衡之下，吾人始有產生心

流經驗的機會。Jackson 和 Csikszentmihalyi (1999)舉出一位長跑選

手所言：「對於情境中的種種，我感到有能力處理。」來解釋挑戰

與技術的平衡。 

 

（二） 知行合一(action-awareness merging) 

Csikszentmihalyi(1990)指出，在相關的情境要求個體運用相關技術

來應付挑戰時，注意力便會完全地投入，而心流經驗最普遍、最

清晰的特質就在此時顯現。此時個體全神貫注，一切動作不假思

索，幾乎完全自動自發，人與行動完全合而為一。Csikszentmihalyi

以一位攀岩者敘述其登山途中的感覺來描述此種特徵：「你正專注

在目前的活動上，自我與眼前的事完全密合…你覺得自己與所做

的事彷彿是一體的。」 

 

（三） 清晰的目標(clear goals) 

心流經驗能達到完全的投入，乃因目標明確，個體清楚的知道下

一步該怎麼做（Csikszentmihalyi, 1990）。此時活動中的目標清楚

地被定義，並賦予在心流狀態下的個體一種強烈的「我將如此做」

的感覺，Csikszentmihalyi(1996)亦指出，這種感覺就如同音樂家永

遠知道下一個音符是什麼、攀岩者清楚他的下一步該怎麼做，而

外科醫生也瞭解手術的下個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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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清楚的回饋(unambiguous feedback) 

藉由清晰目標的指引，個體從活動中獲得即時的回饋，知道自己

的表現好壞與否。Csikszentmihalyi(1990)以畫家為例，說明或許不

知道完成後的畫會是什麼樣子，但當繪畫進展到某個階段時，畫

家就應該能知道是否吻合自己所要的。Csikszentmihalyi 推論回饋

的本身往往不重要，主要在於回饋的象徵意義—成功達成目標，

而這樣的認知能在意識中創造秩序，強化自我結構。 

 

（五） 專心於手邊的事物(concentration on the task at hand) 

在 Csikszentmihalyi(1990)的研究中，人們最常述及心流經驗的特

徵就是，在心流狀態中會把生活裡所有不愉快的事都忘得一乾二

淨。他認為這是因為從活動中汲取樂趣，必須全心全意地專注於

手邊的工作，完全沒有容納不相干資訊的空間。他舉出一位舞者

的感受予以說明：「這是一種別處找不到的感覺，任何場合都不會

如此信心十足。…不論我有什麼問題，一踏進練舞場，都統統丟

在門外了。」 

 

（六） 自我掌控感(sense of control) 

Csikszentmihalyi(1990)指出，對心流經驗的典型描述都提到「掌控

感」—說得更精確一點，它不像日常生活，時時要擔心事態會失

控。他舉出一位棋手的描述予以說明，「我有一種幸福感，覺得能

完全控制我的世界。」而對於控制的潛力似乎是這個特徵向度上

的關鍵，特別在較具難度的情境中，掌控感的運用是達到心流之

主要因素(Jackson & Marsh,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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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失去自我意識(loss of self-consciousness) 

當個體完全投入一個活動時，就沒有餘力再去考慮過去或未來，

或當前任何不相干的刺激，在這個階段，「自我」從知覺中消失。

意識中沒有自我存在，並不表示處於心流狀態下的人不再控制自

己的精神能量，Csikszentmihalyi(1990)指出，自我意識消失並不代

表自我隨之消失，甚至意識也依然存在，只不過不再感覺到自我

而已。他舉出傑出的徑賽選手在此狀態下，仍能熟知身上的每一

塊肌肉、自己的呼吸節奏，以及對手在賽程中的表現，來說明這

個狀態下的實際情形是暫時性地忘我，使我們不再想著自己，如

此才有機會擴展對自我的概念，進而超越自我。 

 

（八） 失去時間感(transformation of time) 

在心流狀態下，個體的時間感與平時不同。吾人用來衡量外在客

觀時間的標準，如晝夜或時鐘等的準確性，都可能被所從事活動

的節奏、律動感之不同而推翻。Csikszentmihalyi(1990)並指出，大

部分心流活動都與時間無關，例如打籃球時，球員有自己的步調，

自有一套紀錄事件順序的方式，不受實際時間的影響。另外，他

也承認在某些情境之下，對於時間的察覺是成功地執行該項活動

的必備條件，這也暗示著，失去時間感的這個心流特徵向度，未

必同其他向度那樣具普遍性。 

 

（九） 自成的目標(autotelic) 

除了上述在一般人回想樂趣經驗時所出現的八種元素外，

Csikszentmihalyi(1990)闡述這些元素結合而成一種深刻的愉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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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與帶來無比的報酬，而所形成的心流經驗本身就是目標，也

是至善經驗的最大的特色—自成目標。「自成目標」(autotelic)一字

源於希臘文，auto 意為自己，telos 意為目標，所指的是一種自我

內在動機所引發的目標，它不追求未來或外在的報酬，從事一件

事情的本身就是最大的回饋。Csikszentmihalyi 以外科醫生形容自

己的工作「充滿樂趣，即使不該我做，我也樂意做」，來說明這種

自成目標的經驗。Jackson和 Csikszentmihalyi (1999)亦指出，自成

目標的經驗，就是一種內在動機性的自我酬賞，這個向度使運動

員強烈的感受到心流經驗是如此地令人振奮，以致於會一再地想

去經歷這種經驗。在這種過程中，運動員經歷了一種高亢、美妙

的感覺，而且從中得到極具酬賞性的經驗。而 Csikszentmihalyi 

(1990)則進一步指出，自成目標的經驗也就是心流，它能把生命歷

程提升到不同層次；經驗若能產生自動自發的報酬，當下的生命

便會有意義，不需再受制於未來可能出現的報酬。 

 

三 、 小結 

根據上述的探討，我們從心流活動與心流經驗的發生中得知，在

吾人全心投入一個活動時，若所知覺到的挑戰與技術達到相對高於平

時程度的平衡時，我們就會經歷到心流經驗。一般而言，產生心流經

驗的活動其結構性較為明確，也就是說具備了吾人可以主觀經驗來判

斷的活動挑戰性與自身技術兩種因素，例如，看電視這種活動其結構

性便較為模糊，不容易有心流經驗發生，但若是從事跳舞、下棋、登

山等休閒運動，我們就較容易感受到心流經驗，而在這種心流狀態下，

Csikszentmihalyi(1996, 1993)指出個體會感受到九種特徵向度：挑戰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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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的平衡、知行合一、清晰的目標、清楚的回饋、專心於手邊的事

物、自我掌控的感覺、失去自我意識、失去時間感以及自成的目標等。 

 

然而，有許多研究對於心流狀態的出現有著不同見解，認為九種

特徵向度應該予以區分，如 Chen(2000)認為應劃分為前置階段

(antecedents)、門檻階段(threshold)、經驗階段(experience)與結果階段

(consequence)等四個階段，前置階段包含挑戰與技術的平衡、清晰的

目標與清楚的回饋；門檻階段包含知行合一與專心於手邊的事物；經

驗階段包含自我掌控的感覺、失去自我意識與失去時間感；結果階段

則為自成的目標。另外， Novak、Hoffman 和 Yung(1999)根據網路使

用者心流經驗的研究，將心流特徵向度區分為三個組群：前置條件

(antecedent conditions)，包含挑戰與技術的平衡、清晰的目標與清楚的

回饋；特徵項(characteristics)則包含知行合一、專心於手邊的事物與自

我掌控感；經驗的結果(consequences of experience)則包含失去自我意

識、失去時間感與自成的目標。而 Jackson和 Marsh(1996)也指出心流

經驗的九個特徵向度應有不同的加權指數。這些研究說明了對心流特

徵向度的探討有著不同的觀點；此外，國內聶喬齡(2000)的研究則顯示

挑戰與技術的平衡、知行合一、清晰的目標、清楚的回饋、專心手邊

的事物與自我掌控感等，此六個心流特徵向度對國內運動員而言是融

合一起無法區分的。 

 

肆、 心流經驗之測量 

在心流理論發展的過程中，Csikszentmihalyi(1993)認為測量心流經

驗的有無並沒有一套客觀的方式，因而，從建立心流經驗的構念，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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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測量心流經驗的量化研究中，Csikszentmihalyi先以訪談法收集心

流經驗發生時的相關特徵，再編製成結構性問卷；而後在 1970年代初

期更開始發展以呼叫器為信號工具，用以收集研究典型日常生活中的

心流經驗；然而，除了上述二種測量方式外，許多運動、休閒遊憩與

網路使用者(web user)領域的研究，也透過深度訪談活動參與者，建立

了參與活動後之心流經驗量表，以下為三種測量方式之介紹： 

 

一、 結構式問卷法(Structured Questionnaires) 

Csikszentmihalyi(1975)從對內在動機、樂趣的模式、自成目標活動

的結構探討，以及訪談許多以工作為樂的人士後，逐漸發展並修正出

三段心流經驗的引言，藉由列出三段心流經驗引言的描述，提供受試

者回溯是否曾經在生活中發生過類似的經驗，並寫出在什麼樣的活動

中發生，以及自評類似的心流經驗之次數與心流經驗強度，

Csikszentmihalyi(1993)稱這樣的方法為訪談或結構式問卷法，而研究也

驗證了這種方法與心流經驗的相關性，如：Han(1988)的研究指出，活

動中心流經驗的次數，與人生滿意度之間有正相關存在；Delle Fave

和 Massimini(1988)的研究亦指出，義大利偏遠山區的傳統游牧民族，

其日常生活的活動中也常發生心流經驗；另外，Csikszentmihalyi (1993)

也指出曾以此方法收集美國成人的資料，結果顯示有 87%的受試者曾

經歷過心流經驗，其餘的 13%則從未經歷過，而那些在日常生活中常

有心流經驗的人，相同地對於工作與家庭生活均有充實感；相對地，

較少有心流經驗者則很少從工作與人際關係中獲得快樂。 

 

二、 經驗取樣法(Experience Sampling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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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有效收集對於心流經驗的描述，包含日常生活中的相關經驗

之測量，Csikszentmihalyi 開始以經驗取樣法(Csikszentmihalyi et al., 

1977; Csikszentmihalyi & Larson, 1987; deVries, 1992; Wong & 

Csikszentmihalyi, 1991)來收集資料，此法乃藉由受試者配戴呼叫器，

並在呼叫器響起時，回答有關心流經驗的描述來進行研究。而受試者

一般需要花一週的時間戴上此呼叫器，每一天以隨機方式呼叫 7 至 8

次，在每次呼叫信號出現時，受試者則拿出隨身攜帶的心流問卷填寫

信號出現時對於自身感覺的各種描述，問卷內容涵蓋了情緒、動機與

知覺到的環境狀況等題目，而心流經驗的發生則視受試者對信號出現

時所從事的活動中，個人所知覺到該活動的挑戰性與技術的比例來加

以分析。這種樣本收集方式相較於傳統的自陳量表，在技術上受試者

更能清晰無誤的描述可能才剛發生的心流經驗，並且避免受試者在回

溯時扭曲或完美化答案的問題，但 Csikszentmihalyi和 Csikszentmihalyi 

(1988)也承認，受試者對於描述心流經驗而產生欺騙(deception)之可能

性，是不可避免的主要限制。另外，Clarke和 Haworth (1994)認為，若

受試者無法正確地評估現在的感覺，與描述所處的情境，也將會造成

結果的偏差。 

 

三、 活動參與調查法(Active Survey) 

對於運動、休閒遊憩與網路使用者等研究領域而言，有些時候並

無法直接以經驗取樣法的方式來進行資料收集，原因在於活動的進行

具有即時性，如參加百米賽跑、攀岩途中、網路連線對戰等，因而便

有學者先以從事這些活動的對象進行質性分析，並以心流理論為基

礎，發展出對於活動參與者的心流經驗量表，如：Jackson（1996,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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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Jackson和 Roberts（1992）透過質與量的研究，發展出適合運動

與休閒遊憩活動所使用的心流狀態量表，而心流經驗的特徵在運動情

境中之存在性也獲得支持。另外，Novak等人(1999)與 Chen(2000)以及

Chen、Wigand和 Nilan(1999)的研究，亦針對網路瀏覽的相關特性，發

展出網路使用者的心流經驗問卷；相同地，心流經驗的特徵亦見於網

路使用者之網路活動中。 

 

四、 小結 

在上述的探討中，我們知道三種測量心流經驗的研究方式，結構

式問卷法屬回溯性的研究方法，代表個體對活動經驗之整體感受，但

卻無法針對心流經驗之九種特徵向度做探討；而經驗取樣法之測量則

代表活動當下的實際感覺，但所需花費於信號工具之成本亦不低；所

以，在經濟成本與有效性前題之考量下，研究者以為使用活動參與調

查法來進行資料收集，不僅可以節省成本，並克服活動進行中所造成

的施測不便利性外，另一方面，對於活動的經驗及感覺，也能藉由問

卷問題之陳述而清楚地予以辨識，有助於對心流經驗之實際分析；因

此，本研究將採用 Jackson和 Marsh(1996)所發展的心流狀態量表予以

中文化，以做為心流經驗之九個向度的描述。 

 

伍、 心流經驗之相關研究 

心流經驗在 Csikszentmihalyi提出具體的架構理論與研究方法後，

便有許多的研究發現與實證，而心流經驗在各種領域之普遍性也獲得

佐證，就如同 Csikszentmihalyi(1988a)所言，不論年齡、性別、文化或

社經地位之不同，所有人類都能感受到心流經驗的存在，本段將心流



 31

經驗分為在工作、休閒、日常生活、學校與跨文化等情境，來探討這

些情境中的相關實證研究。 

 

一、 工作與休閒 

長久以來，對於工作與休閒的關係，總有許多理論假說試圖予以

界定，但在工作與休閒之跨情境心流經驗的研究中，其實證卻發現了

與我們一般信念大異其趣的結果。Alison 和 Duncan(1988)對女性、工

作與心流經驗的研究指出，女性專業工作者較女性藍領工作者，更容

易在工作的情境中產生心流經驗。Delle Fave 和 Massimini(1988)對社

會情境轉變下的工作與休閒中之心流經驗關係研究也顯示，主管階級

較行政人員更容易在工作中有心流經驗。另外，Csikszentmihalyi 和

LeFevre(1989)檢驗工作與休閒中之心流經驗的研究亦指出，工作所經

驗到的心流經驗比休閒時所感受到的更多，且心流經驗發生時相關的

主觀經驗品質(如：動機、活力、創造力、滿足感等)，也都較休閒時來

得較高。Csikszentmihalyi(1997)認為這是因為工作情境提供吾人較多的

挑戰性機會，讓我們藉由達成工作目標而獲得肯定，所以相對於休閒

情境而言，個體便較易於體驗到心流。因此，如果心流經驗是人生的

至善經驗，以上的研究發現卻令我們不得不重新思考工作與休閒的定

義，這也是後來許多學者專家針對工作與休閒非對立名詞提出了許多

實證論點—相對於休閒的名詞應該是義務(Cordes & Ibrahim, 1999)。 

 

根據Rebeiro和Polgar(1999)提出相關研究發現（Csikszentmihalyi & 

Rathunde, 1992; Graef, et al., 1983; Kleiber, Larson & Csikszentmihalyi, 

1986; Csikszentmihalyi & Kleiber, 1991），有些活動據受試者的評估，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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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個人最少技術及最少挑戰的活動(如看電視、聊天等)，但矛盾的是，

受試者卻指出比起一些工作性的活動，他們更有動機去從事那些所謂

休閒性的活動，Haworth 和 Evans(1995)認為這是因為休閒活動可以提

供人們樂趣、快樂與放鬆的感覺，而 Kleiber、Larson和 Csikszentmihalyi 

(1986)也認為休閒帶給人們自由感與正向情緒，但 Csikszentmihalyi 

(1997)指出雖然閒暇看似產生快樂的條件，而實際上如何有效地運用閒

暇時間卻比想像中困難，若只是從事如觀看電視的被動式休閒活動，

雖然有自由感也放鬆了心情，但整個主觀經驗品質未必會較好，只有

學習以主動式休閒來替代被動式休閒活動，吾人才能夠提升生活品質。 

 

二、 日常生活與心流經驗 

Csikszentmihalyi(1997)將人類的日常活動區分為，生產類活動(工

作或學習)、維持類活動(家事、飲食、打扮、開車等)與休閒類活動等

三類，又將休閒類活動細分成，主動式休閒(從事嗜好、運動、彈奏樂

器等)與被動式休閒(看電視、放鬆休息、聊天等)兩種，對於心流理論

而言，若能發現產生抗心流的經驗(anti-flow)與相關非心流的日常生活

活動，特別是維持類活動與被動式休閒活動，將會有助於吾人對日常

生活瑣碎活動本質的瞭解，並可以設法避免這些使吾人產生「精神能

趨疲」的因素。 

 

Alison 和 Duncan(1988)的研究指出，抗心流經驗導源於一些枯燥

乏味的日常活動，因為這些活動無法提供吾人在挑戰與技術之間的相

輔相成，而這些活動則常被描述為，乏味、單調、具重複性，因此對

個體心理造成挫折而影響生活品質。Larson(1985)則針對非心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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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flow)下定義為焦慮、或厭倦感，這種感覺抹滅了個人過去的成就

及所付出的努力，對目標達成產生不利的影響。另外，Kubey 和 

Csikszentmihalyi(1990)指出，非心流經驗通常與看電視、社交性聊天、

走路等，所謂維持類活動與被動式休閒活動有相當高的相關，這些所

謂非心流的活動也被視為是一種非歡樂性 (non-enjoyable)的活動

(Alison & Duncan, 1988)。Csikszentmihalyi(1997)指出，扣除生產類活

動，人類幾乎花上二分之一的時間在從事維持類與休閒類的活動上，

而這些也構成了吾人由生至死的日常生活結構；因此，該如何做才能

讓我們真正體會幸福、快樂，則在於我們是否能掌握心流經驗的本質。 

 

三、 學校教育與心流經驗 

Csikszentmihalyi(1993)認為，如果個體在早年的生活經驗中，能學

習到如何享受工作及其他活動的樂趣，則生活品質各方面都會獲得改

善。而教育一直以來都是各國的重要發展，若能將心流理論應用於學

校教育上，增進學生對於學習的樂趣，將能改善學生的學習動機

（Csikszentmihalyi, 1982）。 

 

Csikszentmihalyi 和 Larson(1984)的研究指出，芝加哥高中生對於

家庭生活較能感受到快樂，但缺乏專注力與投入感；而與朋友相處時，

則感受到更多的快樂與投入感，但專注力較低；在一個人獨處時，快

樂與投入感降低，但有更多的專注力；在學校生活中，則感覺較不快

樂，但卻有高度的專注力與中度的投入感。Massimini 和 Carli (1988)

的研究顯示學校的學習情境，提供了義大利青少年對個人能力與環境

挑戰整合的心流經驗感。Rathunde(1996)對資賦優異高中生的研究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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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受家庭的情感、認知支持度愈高之學生，愈容易在學校相關的活

動中產生心流經驗。Schiefele和 Csikszentmihalyi (1995)對高中生經驗

品質的研究顯示，當數學成就與能力有高度關聯時，對數學科的興趣

與主觀經驗品質之間存在相關性。而 Nakamura (1988)對數學資賦優異

學生的至善經驗研究中發現，在學業活動有高成就感的學生有更多比

例之時間經驗到心流。 

 

四、 心流經驗之跨文化研究 

對於一個理論假說而言，若能透過實證研究來說明其普遍性，該

理論假說便具備相當程度的說服力與實用價值，而 Csikszentmihalyi的

心流經驗便試圖證明存在不同的社會文化中，除了在美國本土建立理

論假設並獲得實證外，從西方到東方，鄉村到都市，都可以發現這種

至善經驗的例子。 

 

Massimini 等人(1988)的研究發現，不管從義大利北方的村落到城

市，或從美國亞歷桑那到泰國曼谷，受試者都感受到心流經驗的發生，

且所敘述的都與心流理論建構的吻合—挑戰與技術的平衡、全神貫

注、清楚的回饋等。而 Sato(1988)針對日本暴走族飛車黨青少年的研究

指出，雖然傳統上都認為這些青少年是藉由飆車來發洩心中的挫折

感，但他們卻也在飆車的活動中獲得心流經驗，並展現出個人英雄式

的表演慾，及對團體的歸屬感。Han(1988)對旅美韓裔老人的研究中顯

示，心流經驗頻率與生活滿意度之間有正向相關。Carli、Delle Fave

和 Massimini(1988)以美國與義大利高中學生為研究樣本亦指出，心流

經驗對二個不同文化的學生而言，都同樣具有正向的感受，研究也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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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不同文化背景會呈現出不同的心流經驗模式，而這種因為不同社會

文化所反應出來的心理歷程，也正是導致文化差異的重要因素。在此，

心流經驗對於文化背景因素的影響也被突顯出來，所以，

Csikszentmihalyi(1985)指出，心流經驗促使了人類的自我成長與社會文

化的演進。 

 

五、 小結 

從以上的文獻回顧中，吾人可以發現心流經驗之研究呈現多方面

的實證，本研究將之區分為工作與休閒、日常生活、學校，以及跨文

化情境，主要在於將人類生活中的幾大領域作劃分，而其他研究如剝

奪心流經驗所產生的效應（Graef & Csikszentmihalyi, 1975）、心流經驗

與寫作(Larson, 1988)、自尊與至善經驗（Wells, 1988）等，也都說明了

心流經驗對於個體自我成長及自我實現，有相當大的助益。 

 

陸、 本節結語 

Csikszentmihalyi 從人們喜愛從事的活動著手試圖尋找人生幸福與

快樂的意義，在分析這些人所謂快樂的本質後，發現心流經驗與人們

所謂幸福快樂的現象極為類似，而心流經驗相關理論模式提出後，在

教育、休閒遊憩、心理治療、廣告、企業組織相關領導、員工與消費

者行為等領域也都獲得肯定(Csikszentmihalyi, 1988a)，此外 1990年代

後在運動與網路使用上的研究也藉由心流理論來建立各自的模式或量

表。然縱使國外心流經驗的研究已有相當時間的發展，但是國內僅見

於對網路使用者與運動員的相關心流經驗探討，如：王靜惠(1998)針對

網路瀏覽的涉入與心流經驗間之相關性進行研究；黃瓊慧(2000)以心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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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模式探討大學生之網路使用行為；而陳慶峰(2001)則探討線上遊戲

參與者網路使用行為之心流經驗；另外，聶喬齡(2000)則針對國內運動

員的心理技能、運動表現與運動心流經驗做相關研究。而其中在理論

模式的探討上，黃瓊慧(2000)指出挑戰與技術的平衡並無法完全解釋網

路心流經驗；聶喬齡(2000)的研究顯示挑戰與技術的平衡、知行合一、

清晰的目標、清楚的回饋、專心於手邊的事物與自我掌控的感覺等，

此六個心流特徵向度對國內運動員而言是無法區分的。 

 

 

 

第二節 休閒與心流經驗 

 

壹、 休閒之定義 

休閒(leisure)一詞源於拉丁文 licere，而 licere又源自 schole，意指

擺脫生產勞動後的自由時間或自由活動而言(許義雄，1980)。Cordes

和 Ibrahim(1999)則認為，拉丁文中的 licere(被允許)一字證實休閒乃人

類為了愉悅自己自由參與，並依自由意志決定繼續與否（引自運動與

休閒管理研究小組，2000）。林東泰（1992）則指出，希臘文的 schole

或 skole涵義即為休閒，而希臘文中的休閒，係指無拘無束的行動，或

指擺脫工作之後所獲得的自由時間或所從事的自由活動。一般而言，

休閒大致上可從時間、活動與心理狀態三種向度來解釋(王震宇，

1996)，分別闡述如后： 

 

一、 時間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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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慧蘭（1985）指出，社會辭典中將休閒定義為，為了生活所必

須從事的活動之外的自由時間。李明宗（1988）認為休閒意指自由時

間或可自由支配的時間(discretionary time)；也就是說，除了維持生存

所需花費的時間之外，所剩的時間即是休閒，在這段時間內，人們不

受制於任何外界加諸於自身的義務（凌德麟，1998）。而 Neulinger 等

學者(Neulinger, 1974; Iso-Ahola, 1980)則表示，休閒是花在從事可以提

供吾人內在酬賞經驗(intrinsically rewarding experiences)上活動之時

間。Kelly(1996)認為將休閒定義為自由時間有其可以量化的優點，在

比較不同社會團體及個人的休閒上可做具體的陳述，但並非任何自由

時間都是免於義務性的，因此提出以可自由支配的時間定義較自由時

間真實（引自鄭惠文，2000）。 

 

在以時間來定義休閒而言，我們由上述獲知都是用可以自由支配

時間的觀點來劃分，而 Stokowski(1994)則認為以時間來劃分休閒的概

念，所具備的優點是可量化的客觀標準，Stokowski並進一步指出，這

種量化客觀標準，即在固定時段中的不同活動所花費的時間之調查，

可以讓我們分析社會經濟成長對人類使用時間及時間量的影響，對於

人類群體的發展有某方面的貢獻。但另一方面，對一些以從事自己興

趣為生涯的人士，如舞者、畫家、棋手或旅行團導遊等而言，我們似

乎便難以時間來區分工作與休閒的界線；因此，對於以時間來劃分休

閒時間，仍待進一步商榷。 

 

二、 活動的觀點 

Kelly(1982)認為休閒可被描述為，為了自己的緣故而選擇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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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根據 Dumazedier(1974)指出，休閒是一種除了工作、家庭及社會

義務外的活動，依個人的自由選擇從事休閒，主要目的是為了休息、

放鬆、暫時放下則任義務（引自鄭惠文，2000）。而李明宗（1988）也

認為休閒意指完全不是因外來壓力所迫，但樂於從事之嚴謹活動。因

此，Stokowski(1994)指出，休閒是活動的描述使參與者免於個人須達

成休閒理想的責任，且重新分派由其他人來供應並準備休閒服務，現

代社會中公園和遊憩運動的發展可說明休閒是活動的模式（引自吳英

偉、陳慧玲，1996）。 

 

由上述可知，休閒是活動的觀點不僅與時間來劃分的觀點一樣，

具有客觀、可量化、且可作為比較的優點外(Stokowski, 1994)，亦給予

休閒遊憩業者提供休閒活動服務的經濟價值，然而，Stokowski 亦指

出，這種定義主要的缺點則是不能涵蓋所有可能的休閒活動，因為休

閒活動會隨著人、地方與時間而異，如棋壇高手在休閒時間所從事的

下棋活動，若以活動劃分亦難以判別是否為休閒與否；因此，如此的

定義亦值得吾人繼續深究。 

 

三、 心理狀態的觀點 

Bammel 和 Burrus-Bammel(1992)指出，休閒是一種狀態、一種態

度、一種心智的狀況，它無關時間、空間與活動（引自涂淑芳，1996）。

Stokowski(1994)則認為，休閒的古典意義—自由和釋放的態度或感

覺—顯示其著重於內在和個人的真實性，因此休閒被描述為一種主觀

情緒上和心理上的產物（引自吳英偉、陳慧玲，1996）。1970 年代以

後，休閒研究學者逐漸重視個人主觀對休閒的界定，Kelly(1972)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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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休閒與自由感覺的關聯性，並表示休閒是一種心靈狀態；著重個

人的經驗而非外在的目的(Kelly, 1996)。Iso-Ahola(1996)則認為，休閒

是個體能掌控自我行為，可自己選擇做想做的事，而知覺到的自由感

(perceived freedom)與內在動機才是定義休閒之重要因素。 

 

以心理學的角度而言，人類這個有機體是心理學家研究的重點，

而導致人類行為發生的主體在於大腦，或者說在於吾人的意識，因此，

愈來愈多休閒遊憩領域的學者，將休閒定義為對人類心理狀態的研究

(Lee, Dattilo, & Howard, 1994)。如 Neulinger(1981)表示，休閒應該只有

一種定義，即知覺到的自由感，並指出休閒的心理狀態接近經驗，是

屬於心理學研究範疇。而余嬪(1999)亦指出，許多美國休閒研究學者

(Kelly, 1972; Neulinger, 1974; Iso-Ahola, 1980)開始強調休閒並非某一

特定的時間或活動，它是一種心理的或存在的狀態，也就是一種主觀

的體驗或經驗。 

 

四、 小結 

綜觀以上的定義，我們可以歸結自由選擇權似乎是三種定義的共

通點，這種以個體自由意志出發的角度，確實也較能定義休閒。

Stokowski(1994)指出工業革命促使了休閒與工作的分離，工作與生產

被認為是社會進步的來源，但這同時也剝奪了人類的自由選擇權。而

自由選擇的喪失影響了對休閒活動參與的時間、內容以及對休閒的感

受，人們開始將工作與休閒的界線劃清，然而，林東泰（1992）認為

若以外在型式來界定休閒，常常會誤導只有從事肢體性的遊憩活動才

算是休閒，而忽略了休閒的內在特質。誠如亞理斯多德所言，休閒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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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個人在必要勞動之外的心靈自由狀態或心智自由狀態（林東泰，

1992）。因此，為了釐清上班族群對從事休閒活動的自由意志，本研究

先以時間區隔工作與工作以外的活動，再從主觀的心理狀態來研究在

工作以外的時間所從事之休閒活動，或者說去探析休閒體驗的本質，

如此才能更瞭解休閒對於人類經驗的貢獻。 

 

貳、 休閒活動之分類 

儘管以休閒活動的類別來劃分工作與休閒，並不是休閒定義所強

調的，但對於不同休閒活動所給予人們的心理感受或休閒體驗，若能

有深入的分析探討，將可提供吾人工作之餘的休閒活動規劃。修慧蘭

（1985）指出休閒活動分類法有三種，第一種為研究者的主觀分類法，

即研究者依其研究目的將活動予以劃分區別；第二種為因素分析法

(Factor Analysis)，即透過統計分析方式將受試者所參與的每個活動頻

率予以歸類；第三種則為多元尺度評定法(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MDS)，即列出兩兩配對的活動，由受試者依自己對兩種活動相似性的

感覺加以評定。 

 

本研究參考現代休閒育樂百科（Guide to Leisure Recreation, 1992）

（引自休閒理論與遊憩行為，1998）之分類方式（詳見附錄一之第一

部分），其原先將休閒活動劃分為戶外活動、水上活動、運動、音樂、

舞蹈、美術、戲劇、工藝、嗜好、益智、視聽、休閒、飲食、民俗活

動與社交活動等共十五類六十六種活動項目，尚稱完整合理，唯分類

過於細微繁瑣，不易於分析比較，研究者乃依據 Csikszentmihalyi(1997)

所指「被動式休閒活動沒有機會使用到自身的技能，所以較無法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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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心流，唯有從事使用心智與主動式休閒活動，才能夠使吾人從中體

會心流經驗」之原則，將原十五類休閒種類重新劃分為戶外活動、運

動、藝文嗜好、益智、視聽及休憩社交等六種休閒活動類別；其中，

原水上活動類合併至運動類別中，原音樂、舞蹈、美術、戲劇、工藝、

嗜好等六類則合併為藝文嗜好類，而原休閒、飲食、民俗活動與社交

活動等四類則合併成休憩社交類。就分類的規則來看，戶外活動與運

動類別由於為全身之運用較屬體力類活動，而運動類之體力運用程度

又高於戶外活動類別；藝文嗜好與益智類別則為智力、才能的發揮，

較屬智力類活動；另外，相較於前四種活動類別而言，視聽與休憩社

交類在體力與智力的運用程度上便較為弱，詳細劃分之新舊休閒活動

內容對照表，請參見附錄一之第二部分。 

 

參、 休閒體驗 

體驗或經驗(experience)一詞在人本心理學派始祖 Rogers(1959)的

理論體系中使用極為頻繁，他指出經驗的名詞意義為，在任一給定的

時刻，個體體內所發生的或進行的事情，並且這些事情是可以被意識

到的；而經驗的動詞意義則為，在有機體內接受當時所發生的感覺或

者生理性事件的刺激(引自江光榮，2001)。換言之，Rogers 以主觀經

驗中心論認為，個體的行為表現乃依循對自己和自己所在環境之主觀

知覺，因此，將之應用在休閒體驗這個名詞中，我們從前述的許多休

閒遊憩專家學者對於休閒的心理狀態描述，可以看出主觀經驗在休閒

研究中逐漸佔有重要地位；然目前而言，對休閒體驗尚未有一種公認

的及確定的定義（王震宇，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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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休閒體驗之定義 

Clawson(1963)首先提出戶外活動的休閒體驗可分為旅行前的期待

(anticipation)、往程途中(travel to the site)、活動目的地(on-site activity)、

返程途中(travel back)以及回憶(recollection)等五階段，在每個階段中又

會有不同的休閒體驗。Mannell(1980)則認為，休閒參與者對所從事休

閒活動的即時感受就是休閒體驗，它包含了情緒、印象及某些看法，

是一種瞬間的、短暫的休閒心理狀態，也是一種主觀的、隨著時間而

變的感受（引自王震宇，1996）。所以，對休閒體驗的研究即相當於休

閒中主觀經驗的研究。而 Unger和 Kernan(1983)則根據Mannell對休閒

體驗的定義，針對過去有關休閒主觀經驗的文獻，綜合得到內在滿足

感、自由感、投入感、興奮感、精進感與即興感等六種重要的休閒體

驗成分，但六種成分之中，只有內在滿足感、自由度與投入感是在不

同休閒活動中都存在的（引自陳彰儀，1989）。另外， Lee、Dattilo和

Howard(1994)則指出許多學者(Kelly, 1987; Tinsley & Tinsley, 1986)注

意到休閒體驗的多面向本質，採以包含正向的、壓力的(stressful)與不

愉快的(unpleasant)等經驗來描述休閒體驗。而 Csikszentmihalyi 和

LeFevre (1989)則是以情感、活力、認知、動機、創造力、放鬆性與滿

足感等七種變項，來檢驗個體的主觀經驗品質，這種方式亦涵蓋了先

前其他學者對休閒體驗的描述。 

 

二、 一般休閒體驗與深度休閒體驗 

Lee(1999)指出個體因活動或情境的不同，會產生不同強度之休閒

體驗。而王震宇(1996)則認為若將所有參與休閒活動的經驗，都稱為休

閒體驗，將無法區分出由個體內在因素所引發其欲從事參與休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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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義。因此，休閒體驗依照個體主觀經驗所感受的強度不同，可區

分成一般休閒體驗與深度休閒體驗，分別說明如下： 

（一） 一般休閒體驗 

Harper(1986)指出，相較於Mannell所謂高度心理投入的休閒體驗

而言，一般休閒體驗較沒有濃厚、特別的感受。這是因為一般休閒體

驗通常指的是發生在活動當時的經驗，並沒有 Dewey(1925, 1934)所提

及的包含了事前期待、活動當下與事後回想等範圍更廣的經驗（引自

王震宇，1996）。然而，Lee(1999)則指稱雖然休閒體驗可以強度來劃分，

但並不代表強度較弱的體驗，或說是一般休閒體驗，就無法提供較佳

的主觀感受經驗，如 Ellis、Voelkl和Morris(1994)在低挑戰高技術的休

閒情境研究中發現，個體在這種被動式的一般休閒體驗中也可以經驗

到身心鬆弛的正向感受。這樣的結果與 Csikszentmihalyi(1990)所謂低

挑戰高技術的被動式休閒，所給予個體的是負向的乏味感，有著截然

不同的解釋。 

（二） 深度休閒體驗 

Harper(1986)認為深度休閒體驗應包含事前期待、活動當下與事後

回想等範圍更廣的經驗。而新近的休閒研究也將休閒體驗的範圍擴

大，對於活動前、中、後等階段間的關聯，以及活動階段中(on-site)

的主觀經驗變化予以探討。Steward和 Hull(1992)的研究針對健行活動

比較活動進行中與活動後二種不同時間人們的休閒感受，結果顯示人

們的休閒體驗隨著活動時間點與情境的不同而產生變動。Hull、Steward

和 Yi (1992)檢驗個體休閒體驗型態的穩定性亦發現，隨著休閒遊憩活

動階段之不同，情緒也會發生變化。Lee、Dattilo和 Howard(1994)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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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指出，活動當中的挫折經驗並未在活動者之活動事前與事後描述中

出現。這些研究擴展了休閒體驗的範疇，也讓吾人瞭解休閒在不同時

間、地點對於個體主觀經驗的影響，以及休閒體驗未必全然為正向經

驗的事實。 

 

此外，根據Mannell(1980)認為深度休閒體驗可以 Csikszentmihalyi 

(1975)的心流經驗為代表，因而，許多休閒研究也開始以至善經驗或心

流經驗來描述休閒活動中最積極、正向的感受，並試圖探討此種深度

休閒體驗，如 Walker、Hull和 Roggenguck(1998)檢驗活動者在活動現

地的至善經驗 (on-site optimal experiences)與活動後對於休閒益處

(off-site benefits)的評估之間關係，發現二者有顯著相關存在。而

Csikszentmihalyi和LeFevre(1989)利用經驗取樣法檢驗從事活動個體的

主觀經驗，也為休閒遊憩研究開啟一扇新視野，如 Borrie和 Roggenbuck 

(2001)使用經驗取樣法對於野生地遊客的休閒主觀經驗變化做研究發

現，相較於剛開始旅程時的情況，當遊客結束旅程時有較多對環境與

自我內省的感覺。而 Mannell、Zuzanek 和 Larson(1988)將休閒體驗操

作定義為心流經驗，發現自由選擇的活動提供給人們更正向的感覺、

活力、專注力與低度的緊張性。另外，Samdahl和 Kleiber(1989)亦將休

閒體驗操作定義為深度的心理投入，並發現休閒體驗與正向情感之間

存在關聯性。由此可知，從事主動式休閒活動會產生深度休閒體驗進

而給予吾人正向的感受。 

 

三、 小結 

從上述對休閒體驗的探討中，我們可以得知一般休閒體驗與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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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體驗的不同研究意義，而誠如Mannell(1980)認為深度休閒體驗就

如同心流經驗，是一種至善經驗；相同地，Stokowski (1994)也認為心

流是目前所有用來描述個體休閒體驗中最強烈的經驗，這些都說明了

Csikszentmihalyi(1997)對於主動式活動與心流經驗間的描述，即唯有使

用心智的工作以及從事主動式的休閒，才能夠使吾人從中體會心流經

驗。然而，雖然被動式休閒較不能感受心流經驗，但許多休閒研究(Lee, 

1999; Ellis, Voelkl, & Morris, 1994)卻也指出，此種被動式的一般休閒體

驗也可以給予吾人如鬆弛身心等的正向經驗，而並非 Csikszentmihalyi 

(1990)所言的乏味感。 

 

肆、 休閒活動中之心流經驗 

休閒活動或遊憩(recreation)根據 Cordes and Ibrahim(1999)的定義

為，人們參與有意義並能享受的室內與戶外、靜態與動態的活動（引

自運動與休閒管理研究小組，2000）。而 Csikszentmihalyi(1997)則認為

運用到心智以及從事主動式的休閒，才能體驗心流經驗，雖然並沒有

針對心智與主動式休閒的運用做出明確定義，但大體而言，休閒活動

均可能運用到體力與心智兩種，因此，以下就研究者主觀的劃分來描

述其與心流經驗之關係。 

 

一、 以體力為主的休閒活動 

Macbeth(1988)根據心流理論之模式針對以海上遊艇旅遊(ocean 

cruising)為生活型態的人士進行研究，證實他們自得其樂(autotelic)的生

活人生觀。 Walker等人(1998)檢驗國家公園之健行、單車等活動參與

者在活動現地的至善經驗，與活動後對於休閒益處的評估之間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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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二者有顯著相關存在。Vitterso、Vorkinn 和 Vistad(2001)對於從事

釣魚、泛舟與健行活動者之研究顯示，遊憩方式的選擇與實際對活動

的投入可以促發個體之至善經驗。Karageorghis、Vlachopoulos 和

Terry(2000)對有氧舞蹈參與者的研究發現，活動中的心流經驗與活動

後的正向運動感覺經驗有正相關存在。Jones、Hollenhorst、Perna 和

Selin(2000)以經驗取樣法對於從事泛舟活動者做研究，亦顯示出活動

者的主觀經驗在心流狀態下呈現更正向的結果。 

 

這些傳統上我們所認為的休閒活動，除顯示了心流經驗的相關特

質外，也指出心流為一種正向的經驗。此外，Stein、Kimiecik、Daniels

和 Jackson(1995)對網球、籃球與高爾夫球等業餘選手，進行心流經驗

的研究調查也發現，心流經驗同時存在強調競爭與強調學習的運動情

境中；這說明了心流經驗除發生在運動競技比賽的情境外，一般人的

休閒運動情境中也存在心流經驗(Jackson, Kimiecik, Ford & Marsh, 

1998)。 

 

二、 以心智運用為主的休閒活動 

Csikszentmihalyi(1975)對作曲家、下棋者進行心流經驗質性分析發

現，藉由高度專注力與智能的運用，這些人往往從活動中獲得愉快的

滿足感，而他也稱這些活動為心流活動。Csikszentmihalyi(1997)並指出

許多人的心流經驗集中在園藝、音樂欣賞、烹飪、藝術等嗜好類的活

動，這是因為心流活動通常具有明確目標、清楚規則與立即性回饋的

性質，使我們注意力得以集中、技能得以發揮，因而能感受到更為正

向的滿足感；他在對擁有自得其樂之青少年的日常生活研究中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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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具樂觀特質的青少年除了運動方面所花的時間較其他人多以外，

在嗜好、閱讀等心智運用方面之活動所花的時間，亦遠超過其他人。

此外，Larson(1988)的質性研究亦顯示心流經驗發生於寫作這種運用心

智的活動中。 

 

網路使用或上網則是新興的休閒方式，近來有許多學者以心流來

解釋人與電腦之間互動的經驗，並將之視為一種樂趣與探索的經驗（黃

瓊慧，2000），而這種網路活動使用包含了 BBS、Web、E-mail、FTP、

News、MUD、ICQ與網路連線遊戲等。大部分的研究針對網路瀏覽相

關特性與網路使用者的心流經驗做探討，在國外方面，Novak等人(1998)

指出，網路上的挑戰、使用者的技術是心流經驗的重要前置因子，而

這與專心一致等三種因素，會導致網路使用者產生正向情緒。Chen等

人(1998)則以經驗取樣法驗證心流經驗為網路使用者的至善經驗。國內

方面王靜惠(1998)針對網路瀏覽使用者的研究指出，處於高涉入狀態者

均較低涉入者容易體驗到心流經驗。黃立文(1998)的研究中則指出，網

路使用專注程度較高者其心流經驗也會較高。黃瓊慧(2000)以心流理論

模式探討大學生之網路使用行為顯示，大部分的網路活動與所有心流

經驗前提均有相關，在網路使用時確實會經歷心流經驗。這些研究也

都證實了休閒時網路使用者的心流經驗。 

 

三、 小結 

綜合上述的文獻回顧，不論是以體力運用為主的健行、單車、釣

魚、泛舟、有氧舞蹈、網球、籃球與高爾夫球等休閒活動，或是以心

智運用為主的作曲、下棋、園藝、音樂欣賞、閱讀、寫作與網路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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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心流經驗都存在並受相關的驗證，這說明了心流經驗在休閒活動

中的普遍性以及適用性，而國內針對休閒活動領域之心流經驗並不多

見，僅張孝銘(1999, 2000)針對夜二專學生之休閒參與研究發現，休閒

需求因素、遊戲性因素、休閒勝任感及掌控因素都與心流經驗存在正

向關聯性，但並未見對休閒中的心流經驗做理論內涵上的進一步說明。 

 

伍、 本節結語 

大多數的工作者都認為，從規律日常生活中獲得解脫的最好方式

是從事休閒，不僅是因為人們可以有選擇休閒方式的自由感，更是由

於在休閒活動中所經歷的超越日常生活之感受，因此對於從事休閒活

動的感覺或稱為休閒體驗，也成為許多心理學與休閒遊憩領域逐漸重

視的一個研究方向，Lee等人(1994)指出，休閒遊憩從先前對於休閒活

動種類研究上的這種客體典範(objective paradigm)，轉移到將休閒視為

一種心理狀態的主體典範(subjective paradigm)，這樣的取向已然擴展

了休閒研究的深度，而對於休閒體驗中主觀經驗的探究，更能使我們

瞭解休閒對人類的意義。 

 

Csikszentmihalyi(1988c)曾指出，許多現代的休閒活動在社會文化

合理化、機構化活動意義後，已經漸漸喪失了體會心流經驗的本質，

例如，有些商業休閒活動幫顧客準備好所有東西，但顧客卻因此無法

從搭帳棚、生火等活動中獲得經驗；而一些人所謂的泛舟活動，是卻

不沾濕衣物地在豪華遊艇上享受「泛舟之旅」；另外，許多體育競賽活

動，在一切以贏得勝利之前提下，逐漸喪失活動的遊戲本質，這些都

令吾人無法深層體會心流經驗，也就是心流經驗是內在酬賞的，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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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的動機只是享受當中所帶來的樂趣。休息或許是現代人從事休閒

的最大理由，但若可以適當規劃屬於自己的休閒計畫，並從中經歷心

流經驗，相信對於休閒體驗、自我成長與身心健康，都將有更正向的

效果。 

 

 

 

第三節 休閒中的心流經驗與身心健康 

 

壹、 身心健康之定義 

古希臘名醫 Hippocrates認為健康為個人所思所為的每一件事影響

所致，健康是一個整體(wholeness)的觀念，包含了身心雙方面的良好

狀態（朱敬先，1992）。而人類一直以來都在追求身體與心理的健康，

演化至今，從原本的生存需求到追求福祉(well-being)與更高的生活品

質（陳秀卿，2000）。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的定義，健康為生理

(physical)、心理(mental)與社會(social)的安適(well- being)，而不僅是沒

有傷害或疾病的狀態。這個觀念為 Ryan and Travis(1981)所提出將健康

視為一個生病/安適連續性的向度(illness/wellness continuum)，而非傳

統健康與不健康的對立觀點（引自蕭仁釗等，1997）。本研究則以此身

心健康的概念做為疾病預防的基礎，予以探討身心健康與休閒中的心

流經驗之關係。 

 

而許文耀（1999）以疾病預防的概念，從個體的生理、心理與社

會福祉的三個層面，編製了一個身心健康量表，該量表所測量的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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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1)個人對自己生理狀況的滿意度評量（包含是否覺得有精神、

身體不適、以及自評自己的健康狀態等），(2)身體狀況對生活的干擾程

度，(3)有關憂鬱與焦慮的情緒與行為的測量，(4)不利健康之因應行為

等。由於該量表與本研究理念符合，因此，即以其所評量的四個向度，

做為本研究身心健康之定義 

 

貳、 休閒中的心流經驗與身心健康之關係 

我們回顧了許多休閒與運動的研究，瞭解到心流經驗的存在已獲

得支持，而相關研究亦顯示心流經驗與身心健康間有著密不可分的關

聯，如 Clarke和 Haworth(1994)指出，經歷心流並認為是至善經驗的大

學生，顯著比沒有經歷過心流經驗者，在心理幸福感上來得更好。

Mannell 等人(1988)將休閒體驗操作型定義為心流經驗的研究中發

現，自由選擇的活動提供了正向感覺、活力、較好的專注力與低度緊

張性。Walker 等人(1998)則指出，心流經驗與壓力的降低、正向情緒

狀態等有正向的關聯。這些研究都顯示出心流經驗提供吾人幸福感、

正向心理、好的活動力與低度緊張性，可見心流經驗與身心健康間具

有相關性。而 Csikszentmihalyi(1999)亦指出時常感受心流經驗的自成

目標人格者，通常除了具有正向的心理特質外，也認為自己的生活是

具有目標與意義性的。 

 

此外，Csikszentmihalyi(1975)指出在人類日常生活的活動中有大部

分種類與身體的行動及社交行為有關，這些都涉及到個體的社會角

色，也就是說環境與人際間的回饋定義了我們的某些行為，使個體依

循某一特定模式做出適合其社會角色的行為，若能更進一步地探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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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心流經驗的關係，除了可以讓吾人學習如何組織我們的經驗以更易

於產生對環境的適應外，也有助於個體對現實情境的統整，這對於教

育與臨床諮商的意涵有著不容忽視的意義。例如，Massimini 和 Carli 

(1988)的研究顯示義大利青少年的心流經驗與社交關係有關聯，說明了

青少年透過在人際關係上的回饋獲得相關的心流經驗，也提升其角色

的社會適應功能。而 Sato(1988)的研究指出，在飆車活動中獲得心流經

驗之青少年認為活動中的友伴關係是最大的回饋，同樣亦說明了心流

經驗與團體角色適應上的關聯。 

 

參、 休閒體驗與身心健康之關係 

本研究中休閒體驗所指的是休閒中之主觀經驗，所以欲論述休閒

體驗與身心健康間之關係，吾人便必須對於休閒所帶給個體之益處予

以說明。Driver、Brown 和 Peterson(1991)收集上千個休閒實證研究，

並從生理性、心理性與社會性等三個層面來解釋休閒對於個體之影

響；因此，本研究即將此三個層面分述如后： 

 

一、 休閒對於個體生理性益處 

修慧蘭（1985）指出 Rousseau(1978)的調查發現，對非工作生活愈

滿意者，其頭痛、胃痛等症狀愈少，這是由於參與運動方面的休閒活

動，能促進血液循環、消除精神緊張、使身體均衡發展、保持具有良

好協調性的體魄，更因為精神緊張得到充分的鬆弛，所以一般情緒性

的生理疾病便顯著減少。Paffengarger、Hyde和 Dow(1991)收集許多研

究資料指出，保持良好的運動習慣有助於降低血壓、血醣濃度、體脂

肪量和糖尿病、冠狀心臟疾病的發生率，並強化骨骼、肌肉、組織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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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節的連結功能；Pedersen(1996)指出運動可以增強人體免疫功能，影

響乳癌、前列腺癌之腫瘤生長；另外，Ulrich、Dimberg和 Driver(1991)

則認為一些屬於踏青、風景欣賞的戶外休閒活動，也可以使人心跳速

率減慢，並在腦中產生鬆弛感的α波，舒緩個體的壓力。而世界衛生

組織(WHO, 2002)亦提倡休閒活動對個體生理健康的益處，並認為人們

藉由休閒活動的持續參與可以預防癌症、心臟血管疾病、糖尿病與肥

胖症等的發生。 

 

二、 休閒對於個體心理性益處 

Cordes 和 Ibrahim(1999)指出休閒活動可以使個體獲得滿足感，研

究並且顯示美國民眾從戶外團體活動中所得到的滿足，大於一些室

內、坐著或是獨自的活動（引自運動與休閒管理研究小組，2000）。修

慧蘭（1985）指出由於休閒活動係依照個人自由選擇而參與，所以在

活動中較容易得到各種心理的滿足，如成就感、好奇心、自我肯定或

發洩侵略性等。Witt 和 Bishop(1979)亦認為休閒活動可以宣洩個人的

情緒障礙、恢復精力、放鬆自己使內心平衡、並使個體獲得喜悅與滿

足感。Taylor, Sallis和 Needle(1985)指出規律的適度運動可以改善自我

意象、社交技巧、心理健康、認知功能與整體幸福感，並進而減低輕

度與中度之憂鬱症及焦慮症。而 Verduin和MacEwen(1978)則指出，人

們藉由參與不同的休閒活動，可增進被肯定與被認同感，並且隨著個

人活動技術不斷的進步產生成就感（引自涂淑芳，1996）。此外，

McDonald 和 Schreyer(1991)更認為休閒體驗可以提升吾人之心靈經驗

(spiritual experience)，藉由休閒中所產生的自省、謙懷與歸屬感，使我

們心靈更為祥和、舒坦與包容，進而影響個體的日常生活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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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休閒對於個體社會性益處 

Cordes 和 Ibrahim(1999)指出休閒的團體活動，可以提供個體與他

人之間的交互關係，並獲得社會化的利益，而團體活動也可以幫助活

動參與者在歸屬感上得到滿足。修慧蘭（1985）亦指出參與團體性的

休閒活動，可從中培養領導、合作、服從與和諧等性格，並發展新的

友誼關係。而 Cordes 和 Ibrahim更認為個體亦透過團體休閒活動的參

與建立起自我概念，進而獲得自我認同。另外，世界衛生組織(WHO, 

2002)亦指出休閒活動不但有助於青少年遠離藥物濫用等危險行為，也

可以降低老年人的孤立與寂寞感。 

 

四、 小結 

我們從休閒對個體在生理、心理與社會層面的益處，來探討休閒

體驗與身心健康間之關係，並瞭解個體從休閒活動經驗中，可以獲得

有關此三個層面上的益處，而這樣的益處對個體在休閒主觀經驗上有

相當的影響，如成就感、自我肯定、宣洩情緒障礙、恢復精力、放鬆

自己、喜悅與滿足感等；相同地，休閒亦提供了吾人身體、心理的健

康以及社會人際互動上的優點。另外，我們從休閒運動或戶外團體休

閒活動等實例得知，主動式休閒尤其是身體活動的休閒對於個體身心

健康上有較佳的影響效果。 

 

肆、 本節結語 

休閒除了帶給吾人自由感，提供吾人正向的休閒體驗外，在休閒

中所體會的心流經驗更有助於吾人的身心健康。而身心健康或者說是

一種幸福感的追求，是吾人常掛在嘴邊的人生訴求，我們從文獻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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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實證中獲悉心流經驗與身心健康有密切的關聯，不論對於幸福感、

正向心理、好的活動力與低度緊張性等生理或心理的層面，或是社會

角色適應功能上，都有相同的功能。然而，心流經驗與身心健康間的

關係較少有直接的研究實證，因此，本研究根據對身心健康的定義與

心流經驗的相關研究探討，試圖瞭解兩者間的關聯性。另外，休閒體

驗對於身心健康亦有相當正向的影響，許多研究實證都說明了休閒對

於身心健康之益處，尤其是運用到心智體力的主動式休閒活動，但鮮

少研究探討因心流經驗而促發之休閒體驗，與身心健康間的關聯性。

因此，本研究基於心流經驗的概念，進行休閒中的心流經驗、休閒體

驗與身心健康三者互相間之關係探討，並針對不同休閒活動在心流經

驗、休閒體驗與身心健康上的差異進行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