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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討論與建議 
 

第一節 討論 

 

壹、 國內上班族群之休閒評估 

一、 人口統計變項在休閒心流經驗、休閒體驗與身心健康上之差異 

研究結果顯示，不論在休閒心流經驗、休閒體驗及身心健康上，都

呈現出社經地位較高者其表現較佳的情形，在這裡社經地位所指的

為：男性、主管階層、年收入與教育程度較高之傳統社會權力象徵，

研究者認為這種狀況除透露出國內上班族群對於休閒活動投入之特徵

外，另一方面也意味著非傳統社會權力象徵之族群，對於休閒活動之

參與投入仍有待積極倡導；基本上而言，這樣的結果與 Kelly(1996)所

指出的休閒及經濟之階層化頗為符合，亦即社經地位愈高者因不需煩

憂生活所需費用，相較於社經地位較低者，他們更有時間與金錢去投

入從事休閒活動。但追根究底來看，研究者以為休閒原本是從古以來

人類的基本活動，自從工業革命後，社會型態產生劇烈的變遷，對於

工作和生活的價值觀也隨之轉變，人類生存的目的與價值被窄化為追

求財富、名利與社會地位，如此狹隘物化的價值觀，不僅無法讓人享

受休閒的樂趣，領略休閒的意涵，相反地使得人類的生活更加乏味、

枯燥，工作壓力也無處宣洩，以致於生命失去了積極的意義。因此，

除了積極提倡休閒參與，及強調休閒非專屬於任一社會階層所享有之

特權，擴大對休閒活動之認知外，更應教導民眾追求財富並非人類存

在之目的；如此，才能真正擁有身心健康的幸福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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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五大產業別在休閒心流經驗、休閒體驗與身心健康上之差異 

研究結果顯示高科技、金融服務、一般服務、傳統製造及公共行

政等五大產業，在休閒心流經驗、休閒體驗與身心健康上並無顯著差

異，研究者以為本研究對象大多為 21-35歲(佔 82.3%)大專以上程度(佔

88.0%)之年輕上班族群，且職務以一般職員居多(佔 78.0%)，因此，樣

本同質性較高，也影響其差異比較之顯著性。其次，根據行政院主計

處所公佈民國九十年國內各業生產毛額結構之前四大產業—製造業

(25.6%)、金融保險及工商服務業(23.3%)、批發零售及餐飲業(19.3%)

與政府服務(10.6%)，共佔所有產業生產毛額之 78.8%，而本研究之五

大產業均涵蓋於其中，顯見這些產業同樣有著生產力較具競爭性的特

質，所以，亦有可能為造成無顯著性差異之原因。 

 

貳、 休閒心流經驗、休閒體驗與身心健康之關係 

一、 休閒心流經驗與休閒體驗之關係 

研究結果顯示，休閒心流經驗與休閒體驗之「情感」、「活力」、「認

知有效性」、「動機」、「滿足感」、「放鬆性」與「創造力」等七個向度

之間呈正相關，基本上而言，與 Csikszentmihalyi和 LeFevre(1989)所提

出心流經驗愈佳者，其主觀經驗品質，如情感、活力、認知有效性、

動機、滿足感與創造力亦愈正向結果一致，顯見休閒中的心流經驗所

帶給吾人之正向感覺，也證實了休閒中的心流經驗為正向的心理狀態。 

 

而，在本研究中，休閒心流經驗愈佳者也呈現出較高度的「放鬆

性」，以 Csikszentmihalyi(1993)觀點來看，心流經驗的產生為外界挑戰

與個體的技能達到平衡，這也意味個體必須付出比一般日常生活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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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體力或智力，因此，產生心流經驗當下的個體未必是處於身心放鬆

的狀態。分析其原因之一，主要由於本研究採回溯性問卷，而非如

Csikszentmihalyi即時填答之經驗取樣法，所以，上班族群受試者可能

在填答時，會以相較於工作時的狀況做反應，這個差異也見於

Csikszentmihalyi 和 LeFevre 針對工作與休閒兩個情境所做的差異比較

顯示，休閒情境較工作情境使人感受到較多的放鬆感。另一可能的原

因是，本研究的「放鬆性」乃為受試者從事休閒活動後所做的整體休

閒體驗評估，並非單獨針對心流經驗發生時的當下情境評估；所以，

休閒心流經驗愈佳者，其休閒體驗之「放鬆性」愈好的事實，亦顯示

出從事心流經驗較佳的休閒活動後，可以帶給個體更正向的「放鬆性」

休閒體驗。 

 

此外，從休閒心流經驗與休閒體驗之第一個典型相關得知，除「失

去自我意識」與「失去時間感」兩個分量表外，休閒心流經驗中的「挑

戰與技術平衡」、「知行合一」、「清晰的目標」、「清楚的回饋」、「專心

於手邊事物」、「自我掌控感」與「自成目標」等七個分量表，對於休

閒體驗之七個向度有著相當程度之影響，然而，就其中的「失去時間

感」而言，Csikszentmihalyi(1990)也承認此一向度未必同其他向度那樣

在心流經驗中具普遍性，亦即「失去時間感」對於預測心流經驗未必

有好的效果，因此在預測休閒體驗上，也可能具有同樣的意義。另外，

「失去自我意識」分量表與休閒體驗各向度之間屬低相關（介於.15

∼.32 之間），研究者認為雖然「失去自我意識」為一種「忘我」的境

地，但此一向度中的題項（如第 7 題：活動過程中，我不在乎別人對

我的看法；第 34 題：活動的當時，我並不擔心別人對我的看法），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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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集體主義與社會取向的中國人而言，個人的尊嚴價值乃建立於他

人對自我的評價上（李美枝，1990），致使可能產生忘我的情形被注重

「群我」關係的社會文化規範所掩蓋，這種情形同樣也影響了在預測

休閒體驗上的效果。 

 

二、 休閒心流經驗與身心健康之關係 

研究結果發現休閒心流經驗與身心健康呈正相關，顯示在休閒中

所感受的心流經驗愈佳者，其整體身心方面更為健康，證實了休閒中

的心流經驗有助於個體的身心健康；再從休閒心流經驗總量表與身心

健康各分量表來看，休閒心流經驗愈佳者，其「對自己生理狀況的滿

意度」愈高、「有關焦慮與憂鬱的程度」以及「身體狀況對生活的干擾

度」愈低，此三個分量表中呈現出休閒心流經驗愈佳，在生理、心理、

社會福祉上也愈好的身心安適狀態；然休閒心流經驗愈佳者，其「不

利健康之因應行為」愈多，卻指出休閒心流經驗較佳者，其所採取的

壓力因應策略值得吾人探討，其可能原因在於或許因為這群人能意識

到自己採取不利身心健康的因應行為，所以更努力去從事休閒活動；

另外，從「不利健康之因應行為」分量表之六個題項中，有三題是有

關對工作表現的自我評價（如第 11題：我希望自己在工作上的表現很

傑出，而實際上我也很努力地做到了；第 13題：我會因為工作而犧牲

睡眠與休閒的時間），時值經濟不景氣之際，各公司組織精簡人事，因

此上班族群在工作上的表現也愈加勤奮、努力，所出現的不利健康之

因應行為較多亦是可能之原因。 

 

其次，從休閒心流經驗九個分量表與身心健康的關係來看，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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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失去自我意識」與「失去時間感」兩個分量表，與身心健康總表

及分量表的相關最不顯著，顯示休閒心流經驗之「失去自我意識」和

「失去時間感」與身心健康之間可能呈現非直線相關，或沒有相關存

在。而以休閒心流經驗預測身心健康之多元迴歸分析得知，較能預測

身心健康的為「專心於手邊事物」、「自我掌控感」與「失去時間感」

三個分量表，其中「失去時間感」分量表之β值為負數，此顯示在休

閒心流經驗中較能專心、自我掌控感較佳，且不失去時間感，對身心

健康有較好的預測力。對照先前休閒心流經驗各分量表與身心健康的

相關分析，其中「失去時間感」分量表與身心健康分量表之相關並不

顯著，但卻能預測身心健康，顯見「失去時間感」與身心健康並非無

相關存在，而是以非直線相關的方式呈現。而至於對身心健康有較好

預測力的為不失去時間感，研究者認為「失去時間感」的負向描述，

未必如字面上所指稱的不失去時間感，而是對時間感的概念與平常並

無二致，造成這樣的原因有可能是本研究採用回溯性問卷使然，再加

上「失去時間感」分量表信度係數.71屬於普通程度，以致於與身心健

康呈現非直線相關，關於此點後續相關研究應特別注意「失去時間感」

的題項描述，對採回溯性做反應的中國人而言，是否與西方文化存在

一些跨文化上的差異？因此，若能以較屬於中國人對時間的描述來發

展題項，方能對該地區文化之「失去時間感」有較多的瞭解。 

 

在多元迴歸分析中，另外兩項較能預測身心健康的為「專心於手

邊事物」與「自我掌控感」，就 Csikszentmihalyi(1988b, 1990)指出人們

最常提及心流經驗之特徵為全神貫注，以及許多有關神經心理學的研

究也顯示注意力模式(attentional patterns)與心流經驗強度之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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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ikszentmihalyi, 1988a, p11)來看，「專心於手邊事物」較能預測身心

健康之分析結果頗符合心流經驗與身心健康呈正相關的意義；另外，

Jackson和 Csikszentmihalyi(1999)認為「自我掌控感」導源於個體有處

理事物能力的信念，而 Csikszentmihalyi (1990)亦指出人們對心流經驗

的典型描述都提及控制感，而能控制潛在危險的感覺是從事休閒活動

的樂趣來源；在日常生活乃至於工作情境中，吾人常有被責任、義務

所綑綁的壓力感，以及擔心事情無法控制的煩惱。因此，對於個體而

言，從事自己所喜愛的休閒活動可以使其掙脫被束縛的感覺，進而掌

控整個活動的進行，有助於個人之自我成長(Csikszentmihalyi, 1997)。

另外，控制感也能降低個體所承受的負向壓力(Evans & Cohen, 1987)，

其身心狀態當然也會更加地健康。 

 

三、 休閒體驗與身心健康之關係 

研究結果顯示，休閒體驗之「情感」、「活力」、「認知有效性」、「動

機」、「滿足感」、「放鬆性」及「創造力」等七個向度，與身心健康之

間呈正相關，此結果亦說明了良好的休閒體驗有益於身心健康的事

實；再從休閒體驗七個向度與身心健康各分量表來看，其結果和休閒

心流經驗與身心健康之關係極為相似，亦即休閒體驗愈佳者，其「對

自己生理狀況的滿意度」愈高、「有關焦慮與憂鬱的程度」以及「身體

狀況對生活的干擾度」愈低，在生理、心理、社會福祉上表現出較好

的身心安適狀態，但休閒體驗愈佳者與休閒心流經驗較佳者所採取的

壓力因應策略模式相同，均是「不利健康之因應行為」愈多，研究者

推測，國內上班族群確實可能存在工作壓力上的問題，而且休閒體驗

與休閒心流經驗較佳者所採取的壓力因應策略，也值得公司組織與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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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個人深思。 

 

從多元迴歸分析中顯示，休閒體驗之「情感」與「創造力」兩個

向度最能預測身心健康，本研究中正向「情感」的題項內容包括了高

興的、歡樂的、與人互動融洽的、得意的等描述，與 Seligman 和

Csikszentmihalyi(2000)所指稱的正向心理與身心健康的關聯相呼應，而

許多研究亦指出正向、快樂的情感或情緒與身心健康之相關性，如

Segerstrom等人(Segerstrom, Taylor, Kemeny & Fahey, 1998)對免疫系統

的研究中說明了擁有較正向情緒的樂觀者(optimism)，其白血球中的輔

助性T細胞(T helper cell)較多，有助於免疫功能的發揮；Warburton(1996)

也以大腦神經傳導物(neurotransmitters)的觀點提出快樂與身心健康的

正面意義，顯見「情感」因素對身心健康的影響，值得吾人正視。 

 

另一項可顯著預測身心健康的休閒體驗向度為「創造力」，

Csikszentmihalyi(1996)曾在 1990-1995年之間，以 91位對科學、藝術、

商業、政治或一般人類福祉有重要影響的人物進行創造力研究，研究

顯示這些具創造力的人物展現出快樂與積極的一面，使吾人瞭解創造

力的成果豐富了文化，並間接改善個體的生活品質。而 Seligman(2002)

也指出獨創性、好奇心等特質，對於建構正向心理力量的重要性；所

以，對「創造力」與身心健康間關聯性的探究，可以更加瞭解使個體

生活滿意的方式，促進吾人之身心健康。 

 

參、 不同休閒心流經驗組型在休閒體驗與身心健康上之差異 

一、 以休閒心流經驗總分檢視休閒心流經驗自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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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四種不同休閒心流經驗組型的人數分佈情形來看，原在休閒心

流經驗自評中填答有過類似心流經驗者為 372 人(佔全部人數之

68.8%)，但在以休閒心流經驗總分(≧180分)做劃分後，僅有 107人(佔

全部人數之 19.8%)達到心流經驗的標準，此為「一致好」休閒心流經

驗組型，其餘 265 人(佔全部人數之 49.0%)則屬「高估」組型，然

Csikszentmihalyi (1997)曾指出心流經驗為一主觀的經驗，隨個人特質

而可能有著不同之差異情形，雖然以總分來區隔並未必見得完全適

當，但吾人有理由相信「一致好」與「高估」組型者，在體驗休閒心

流經驗的認知體系上有著程度不同的差異，誠如 Csikszentmihalyi指稱

心流經驗有強弱程度之區別，對於休閒心流經驗不同程度的認知，正

好彰顯本研究所強調心流經驗對於個體的影響，以進一步深入探索所

存在的影響為何。 

 

而原在休閒心流經驗自評中填答無類似心流經驗者為 169人(佔全

部人數之 31.2%)，但在以休閒心流經驗總分(≧180 分)劃分後，僅 24

人(佔全部人數之 4.4%)屬於「低估」組型者，可知在自評中填答無類

似的心流經驗，但卻達到心流經驗客觀標準者，乃屬於極少數人，而

這群人是否與自評中填答無類似心流經驗者相同？或是與「高估」組

型者有同樣認知程度上的差異？本研究將繼續針對不同心流經驗組型

在休閒體驗與身心健康上的差異，來予以探討。 

 

二、 不同休閒心流經驗組型在休閒體驗向度上之差異 

（一）「一致好」與其它三種組型之差異 

從研究分析結果得知，「一致好」休閒心流經驗組型在休閒體驗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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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向度上的表現最佳，均優於「高估」與「一致差」兩種組型，顯見

「一致好」休閒心流經驗組型較「高估」與「一致差」組型，擁有較

正向的休閒體驗；但與「低估」組型的差異則僅見於休閒體驗之「動

機」向度上，Csikszentmihalyi(1990)曾指出心流經驗是由內在動機所引

發的，研究者認為或許是「低估」組型者對於參與休閒活動的動機不

高，因而造成其與「一致好」組型者的重要差異；另外，再從「一致

好」與「低估」組型在休閒體驗向度上的平均數來看，除了「放鬆性」

向度外，「一致好」組型的表現均較「低估」組型來得好，雖然兩者在

此向度上並未達到顯著差異，但可知「低估」組型在休閒體驗中，比

「一致好」組型者感受較多的放鬆程度，研究者推測「低估」與「一

致好」組型者，在從事休閒活動的種類上，可能存在動機與某些方面

上的差異，致使「低估」組型者會感受較多的放鬆感。 

 

（二）「高估」與「低估」組型的差異 

從研究分析顯示，「高估」與「低估」組型的差異主要在於「情感」、

「活力」、「認知有效性」、「滿足感」與「放鬆性」等五個向度上，且

「低估」組型的表現優於「高估」組型，可知「高估」組型雖然自評

有過心流經驗，但其休閒體驗的品質卻較自評無類似心流經驗的「低

估」組型來得差，這可從「低估」組型在休閒體驗向度上之平均數均

優於「高估」組型而得知，僅在「動機」與「創造力」向度上，兩組

型無顯著差異。研究者認為「動機」因素確實反應出「低估」組型之

特性，從與「一致好」組型的比較中，「低估」組型之「動機」較「一

致好」來得差，以及與「高估」組型在「動機」向度的比較上，並無

顯著差異來看，或許「低估」組型並未真正選擇出屬於自己想要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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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休閒活動，抑或認為所選擇的休閒活動並不是自己真正喜歡的種

類，造成「低估」組型在自評中填答無類似的心流經驗。 

 

另外，「高估」與「低估」兩個組型之共同點為均出現認知上的落

差，對「高估」組型而言，其在自評中填答曾有過類似的心流經驗，

而在休閒心流經驗總分上卻未能達到心流之標準，以 Csikszentmihalyi 

(1997)指稱心流經驗有強弱程度之區別來看，此組型的心流經驗強度顯

然較「一致好」組型弱，所以其休閒體驗也可能受到影響。然對「低

估」組型而言，雖其自評與休閒心流經驗總分上有落差，但似乎並不

影響該組型在休閒體驗七個向度上之表現，研究者推測「低估」組型

雖然在從事休閒活動的動機上表現不佳(M=23.13，SD=3.96)，但卻也

能從活動中獲得不錯的休閒體驗，可能原因有下列二種，一為「低估」

組型所從事的活動未必如他們所認為的不佳；另一種則為「低估」組

型者擁有某些特性，致使他們採「否認」的機轉來面對其所從事的休

閒活動。 

 

（三）「高估」與「一致差」組型的差異 

從研究結果得知，「高估」與「一致差」組型的主要差異在於「情

感」、「活力」、「認知有效性」、「動機」與「創造力」等五個向度上，

且「高估」組型的表現優於「一致差」組型，而從「高估」組型在休

閒體驗向度上之平均數均優於「一致差」組型來看，顯示「高估」組

型的休閒體驗品質較「一致差」組型來得好，但在「滿足感」與「放

鬆性」向度上，兩組型之事後比較無顯著差異，再從「高估」組型與

「一致好」和「低估」兩組型，在休閒體驗的比較中均較差的結果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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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研究者認為「高估」組型並未能體會從事休閒活動所帶來的「滿

足感」與「放鬆性」，而其可能原因將於不同休閒活動種類的探討中深

入討論。 

 

（四）「低估」與「一致差」組型的差異 

從研究分析顯示，「低估」組型在休閒體驗的七個向度的表現，均

優於「一致差」組型，顯見雖然「低估」與「一致差」組型均在自評

中填答無類似的心流經驗，但「低估」組型仍較「一致差」組型，擁

有更正向的休閒體驗；關於「低估」組型之相關探討，研究者認為應

從其所從事的休閒活動種類中再深入討論。 

 

根據上述的討論，吾人可以得知「一致好」在四種休閒心流經驗

組型中，擁有最佳的休閒體驗，而「一致差」組型的休閒體驗則為最

差；另外，「低估」組型並不同於「高估」組型，雖然兩組型同樣存在

對休閒心流經驗之認知差異，但「低估」較「高估」組型者，擁有較

佳的休閒體驗品質。而即使「低估」與「一致差」組型均在自評中填

答無類似的心流經驗，但「低估」組型亦不同於「一致差」組型，其

在休閒體驗的表現上顯著優於「一致差」組型。 

 

三、 不同休閒心流經驗組型在身心健康上之差異 

從身心健康總量表的差異來看，「一致好」較「一致差」組型擁有

更健康的身心狀況，而分量表亦顯示「一致好」組型在生理、心理與

社會福祉上，比「一致差」組型更感到身心安適。從身心健康分量表

來看，「一致好」組型在「對生理狀況的滿意度」分量表上，顯著優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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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估」組型，研究者推測由於該組型可能對自己的生理狀況不甚滿

意，而欲藉從事休閒活動來改善，然這樣的出發點使「高估」組型以

其生理狀況來衡量休閒活動，並未真正體會休閒所帶來的「滿足感」

與「放鬆性」。此外，在「不利健康之因應行為」分量表上，「一致好」

組型較「高估」和「一致差」兩組型，採取更多不利健康之因應策略，

這個結果再次顯示，擁有較佳的休閒心流經驗與休閒體驗的上班族

群，其身心狀況雖然較為健康，但在壓力因應方面卻出現不利的行為，

誠如先前所討論，這樣的結果可能反應出工作壓力的影響，使之在經

濟不景氣的現今以積極的態度來面對工作；另外，研究者認為，由於

「不利健康之因應行為」分量表在身心健康總量表中僅有六題，對總

分的影響有限，雖然「一致好」組型在某些方面採取不利健康的因應

行為，但仍以積極態度從事休閒活動，而能從中享受休閒的樂趣，以

致於整體身心健康狀況較佳。 

 

根據上述的討論，「一致好」組型在休閒體驗七個向度上，也較「一

致差」組型表現好的結果，這兩種組型有著截然不同的休閒感受，以

分為不同休閒心流經驗組型做為比較而言，本研究結果顯示了對休閒

心流經驗感受性較佳的「一致好」組型，確實擁有較好的休閒體驗品

質與身心健康狀況。 

 

肆、 不同休閒活動之探討 

一、 從不同休閒活動種類來探討休閒心流經驗組型 

（一）「一致好」組型與其它組型之比較 

研究結果顯示，從視聽、休憩社交與其它等三種類休閒活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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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組型中的人數總和比例來看，「一致好」組型佔 21.5%，「高估」組

型佔 26.5%，「低估」組型佔 37.5%，「一致差」組型佔 47.6%，可知四

組型在從事 Csikszentmihalyi(1997)所指的被動式休閒(如看電視、放鬆

休息、聊天等)之比例依序愈來愈高，「一致差」組型中有近半數從事

此類活動，甚至佔該組型最多人(31.0%)選擇的為視聽類活動；而相較

之下，「一致好」組型在這類被動式休閒之比例僅佔約五分之一，大多

數(78.5%)集中在從事運動、戶外活動、益智與藝文嗜好等休閒活動，

再對比「一致好」組型在休閒體驗與身心健康上均優於「一致差」組

型，及在休閒體驗上優於「高估」組型來看，研究者認為「一致好」

組型由於較少選擇視聽、休憩社交與其它等被動式休閒，而能充分體

驗休閒中的心流經驗，更有利於其身心健康之發展。 

 

（二）「高估」組型與其它組型之比較 

從「高估」組型與「一致好」、「低估」等兩組型在各休閒活動的

人數組成比例可知，「高估」組型與兩組型最大的差異在於益智與藝文

嗜好等屬智力類活動之比例，「一致好」及「低估」組型在這兩種類休

閒活動之比例總和分別為 23.3%及 29.2%，而「高估」組型則為 14.7%，

與「一致差」組型的 11.7%相去不遠，研究者推測「高估」組型較少

選擇智力類休閒的原因，也許在於想讓頭腦放輕鬆或以運動來健身，

這可從運動(36.2%)、戶外活動(22.6%)、視聽(17.0%)、休憩社交(8.7%)

等四類休閒活動佔該組型之較高比例得知；此外，「高估」組型在休閒

體驗的表現，較「一致好」及「低估」組型來得差，且「高估」組型

在身心健康中之「對生理狀況滿意程度」表現上，亦較「一致好」組

型差，研究者認為這或許說明了「高估」組型從事休閒活動的部分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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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可能只是為運動強身而從事休閒，並無法從中體會休閒帶來的益

處，這可從「高估」組型在休閒體驗之「滿足感」及「放鬆性」兩向

度，經事後比較與「一致差」組型並無差異得知，正因為如此，「高估」

組型雖然在自評中填答有過類似的心流經驗，但可能僅是

Csikszentmihalyi(1989)所稱的類心流(flow-like)，其強度則較「一致好」

組型的心流經驗來得弱，而休閒體驗品質自然較為不佳。 

 

（三）「低估」組型與其它組型之比較 

「低估」組型與其它組型較為不同之處在於，該組型在屬於體力

類的運動(20.8%)及戶外活動(12.5%)、屬於智力類的益智(16.7%)與藝

文嗜好 (12.5%)，以及屬於被動式休閒活動的視聽 (20.8%)、其它

(12.5%)、休憩社交(4.2%)等三大類別中，其人數比例分佈約均分為三

等分，而從該組型從事運用體力類休閒的比例為各組最低，從事運用

智力及其它類活動的比例為各組最高來看，「低估」組型以從事靜態活

動為主；此外，與「一致好」組型在休閒體驗及身心健康的比較上，「低

估」組型除在「動機」向度表現較差外，其餘與「一致好」組型並無

顯著差異，再從該組型與「高估」組型在「動機」向度的比較中無差

異得知，該組型對於從事所選擇活動的動機欠佳，以致於其在自評中

填答無類似的心流經驗，然即使如此，該組型在休閒體驗品質與身心

健康的表現上，均較「高估」與「一致差」組型來得好，研究者認為，

或許「低估」組型有某些因素致使所選擇的活動較屬靜態，但在休閒

體驗與身心健康等實質上的表現並未必見得不好，若能培養良好的休

閒活動觀念，並以 Csikszentmihalyi(1997)所言從各種不同情境中培養

自得其樂的樂觀態度，自然可以更易於體會心流經驗，也有助於其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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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及身心健康之平衡發展。 

 

（四）「一致差」組型與其它組型之比較 

「一致差」組型與其它組型之不同處在於，該組型在視聽(31.0%)、

其它(13.8%)、休憩社交(2.8%)等被動式休閒活動中所佔的比例為其它

組之冠，而在運用智力的益智(7.6%)、藝文嗜好(4.1%)休閒活動所佔比

例為其它組之末，雖然與「低估」組型同樣在休閒心流經驗自評中填

答無類似心流經驗，但在休閒體驗與身心健康上的表現，「一致差」組

型明顯遜色很多；相同地，該組型也較「一致好」及「高估」組型表

現來得差，研究者認為「一致差」組型較多從事視聽與休憩社交類被

動式休閒，是造成其表現不佳的主要因素，而常從事被動式休閒不但

無法使吾人獲得心流經驗，主觀經驗品質亦較為負面，可能導致精神

能趨疲(Csikszentmihalyi, 1997)，而影響身心健康狀況。 

 

綜合上述討論，除了讓吾人瞭解不同休閒心流經驗組型間的可能

差異，如「一致好」組型屬於智力及體力類的主動式休閒，「一致差」

組型為被動式休閒，而「高估」組型屬於體力類休閒，「低估」組型則

為智力類休閒之外，研究分析亦顯示，不同休閒心流經驗組型所選擇

的休閒活動，似乎存在某種關係，這是否也暗示著不同休閒活動本身

所存在的差異？Csikszentmihalyi(1997)曾指出有些活動具備令人全神

貫注於明確、相容的目標上，是所謂的心流活動(flow activities)，本研

究則試圖以戶外活動、運動、藝文嗜好、益智、視聽、休憩社交與其

它等八個休閒活動種類，在休閒心流經驗、休閒體驗與身心健康上的

差異比較，來探討哪些活動較具有心流的特質，或帶給吾人正向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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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心健康，以提供國人從事休閒時之參考。 

 

二、 從休閒心流經驗、休閒體驗與身心健康上之差異情形來探討

休閒活動 

（一） 不同休閒活動在休閒心流經驗上的差異 

從七種休閒活動種類在休閒心流經驗分量表的表現上來看，「運

動」類在「挑戰與技術平衡」分量表中表現優於休憩社交類，以

Csikszentmihalyi(1997, 1990)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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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判斷，研究者認為運動類

應該較休憩社交類休閒活動，更易使吾人感受心流經驗，這從運動類

活動在「清晰的目標」與「清楚的回饋」等分量表，亦優於休憩社交

類休閒活動，更可清楚瞭解；此外，休憩社交類休閒活動在「專心於

手邊事物」與「清楚的回饋」兩分量表的表現，亦分別比藝文嗜好類

及益智類來得差，顯見休憩社交類並非易於產生心流經驗的休閒活

動。而至於「自成目標」分量表中，戶外活動與運動類休閒，均較益

智及視聽類活動，來得更易使人想重複經歷，研究者推測，屬於體力

類及接觸大自然的休閒，顯然是現代上班族群藉以鬆弛壓力的活動，

而這兩種活動亦可能具備心流活動之特性，以致於上班族群願意一再

重複經歷此類的休閒。 

 

此外，研究者以為單從休閒活動種類來判斷是否具備心流活動特

性過於粗略，為進一步瞭解造成各休閒活動種類的差異，本研究再從

休閒活動種類中挑選人數超過 20人的八種主要休閒活動項目，除了其

它類以外，其餘各休閒活動種類均至少有一休閒活動項目做代表，經



 121

事後比較發現，屬於運動類之室外球賽項目與屬於益智類之電腦網路

項目，在休閒心流經驗總表中的表現，均優於屬於休憩社交類之逛街

購物項目；再從休閒心流經驗九個分量表來看，室外球賽與電腦網路

活動項目，分別在多個分量表中的表現優於逛街購物活動項目，及視

聽類的家庭視聽活動項目，研究者認為屬於運動類之室外球賽與屬於

益智類之電腦網路活動項目，明顯具有心流活動之特性；而屬於休憩

社交類之逛街購物及屬於視聽類的家庭視聽活動項目，則較不易使人

產生心流經驗。 

 

（二） 不同休閒活動在休閒體驗上的差異 

研究結果顯示，在較能預測身心健康的「情感」與「創造力」休

閒體驗向度上，戶外活動、運動與藝文嗜好類休閒活動的表現優於視

聽類，且視聽類在「活力」休閒體驗向度上的表現，亦較運動與藝文

嗜好類休閒活動來得差，顯見視聽類休閒較無法帶給吾人正向的休閒

品質。另外，在「放鬆性」休閒體驗向度的表現上，益智類活動較其

它六種休閒活動，更令人感到不易放鬆，由於益智類活動的組成以電

腦網路遊戲佔絕大多數(85%)，研究者認為這種新興的網路對抗、競賽

遊戲，確實讓玩家不易產生鬆弛的效果，但因其具有明確目標等心流

活動特性，而使人易沈迷於其中，Csikszentmihalyi(1990)指出，當個體

沈溺於某種活動，不再顧慮其它重要事物，便等於喪失決定意識內涵

的自由，而產生負面的效果，近來從媒體報導中屢見年輕人沈溺網咖

而造成身心嚴重受創，甚或死亡，而許多研究亦專文探討網路成癮的

問題，顯見電腦網路帶給社會的影響，確實值得吾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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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從八種主要休閒活動項目的分析結果來看，在較能預測身心健

康的「情感」與「創造力」休閒體驗向度上，野外活動、室外球賽與

閱讀等休閒活動項目的表現，較家庭視聽、消費視聽與逛街購物等休

閒活動項目來得好；此外，野外活動、室外球賽、閱讀與電腦網路等

休閒活動項目，也分別在不同休閒體驗向度上優於家庭視聽、消費視

聽與逛街購物等休閒活動項目。研究者認為戶外活動、運動、藝文嗜

好與益智等休閒活動種類，由於具有心流活動的特性，所以能給予個

體較為正向的休閒體驗，而這些種類的休閒活動正是 Csikszentmihalyi 

(1997)所稱的主動式休閒；相較之下，屬於被動式休閒的視聽與休憩社

交類活動則較少給予吾人正向的休閒體驗，但卻有助於鬆弛身心。 

 

（三） 不同休閒活動在身心健康上的差異 

從七種休閒活動種類及八種主要休閒活動項目來看，不同活動在

身心健康上的事後比較均無任兩組達顯著差異，這顯示了身心健康並

非單一從事休閒活動的經驗可以促成，但從各活動在身心健康總表的

平均數來看，我們仍可窺知視聽、休憩社交活動種類，及家庭視聽、

逛街購物休閒活動項目，都具有最低的分數，這也說明了被動式休閒

活動確實比其它休閒活動，對身心健康的發展較無顯著助益的因素。 

 

綜合上述討論，吾人可以瞭解戶外活動、運動、藝文嗜好與益智

類休閒活動，不但具有心流活動之特性，更有助於個體體會正向的休

閒體驗，甚而對身心健康有正面影響，然而，視聽、休憩社交類休閒

活動對個體心理與生理的影響，便較為薄弱，由其對較常從事家庭視

聽與逛街購物休閒活動項目的國人來說，這兩種休閒僅能放鬆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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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吾人深思；然而，本研究主要並非討論哪些休閒較其它活動好或

壞，僅是以促進個人身心健康發展的角度來探討休閒活動，如同許多

休閒研究(Lee, 1999; Ellis, Voelkl, & Morris, 1994)指出，被動式休閒也

可以給予吾人如鬆弛身心般的正向經驗，而非 Csikszentmihalyi(1990)

所言的乏味感；研究者以為，唯有瞭解不同休閒活動所給予個體的利

弊，我們才能更積極去規劃休閒生活，少一點被動式休閒，多一些主

動式活動，並培養良好、規律的休閒運動習慣，以及嘗試多樣化的休

閒活動，相信對於工作壓力大的上班族群而言，是最有益身心健康的

良方。 

 

 

 

第二節 結論與建議 

 

壹、 結論 

本研究經國內外文獻整理，並對上班族群進行問卷調查分析，為

國內以心流經驗檢驗休閒活動之初步探索，結果顯示了從事休閒亦能

產生心流經驗之事實。而休閒中的心流經驗也帶給了吾人正向的休閒

體驗，這種正向的休閒體驗提升了吾人的主觀經驗品質，使我們感受

到幸福與快樂，更促進了個體的身心健康，然本研究亦發現休閒心流

經驗愈佳者，其不利健康之因應行為也愈多之事實，值得上班族群重

視。此外，從事運用體力與心智等主動式休閒活動，如戶外活動、運

動、藝文嗜好與益智類休閒，則較有機會體驗這種至善的心流經驗。

本研究之發現與所得結果如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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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內上班族群之休閒評估 

（一） 本研究對象在休閒心流經驗、休閒體驗及身心健康上，都

呈現出社經地位較高者(即男性、主管階層、年收入與教育

程度較高之傳統社會權力象徵)，其表現較佳的情形。 

（二） 高科技、金融服務、一般服務、傳統製造及公共行政等五

大產業，在休閒心流經驗、休閒體驗與身心健康上並無顯

著差異。 

 

二、 休閒心流經驗量表之適用性 

本研究所編製的「休閒心流經驗量表」，經針對高科技、金融服務、

一般服務、傳統製造與公共行政等五大產業之成人工作者，進行研究

分析後，在內部一致性信度與建構效度的檢驗上，均有不錯的表現，

可以適用於從事各種不同休閒活動的上班族群；該量表主要包含「挑

戰與技術的平衡」、「知行合一」、「清晰的目標」、「清楚的回饋」、「專

心於手邊事物」、「自我掌控感」、「失去自我意識」、「失去時間感」與

「自成目標」等九個心流經驗特徵向度（各向度均含 5 個題項，總題

數 45題），並藉由各分量表之加總分數，來展現不同程度之心流經驗，

心流經驗量表總分數愈高，則其感受到心流的程度亦愈佳；在本研究

中則定義總分≧180，始能稱為心流經驗，其餘分數僅能稱為類心流經

驗。惟需注意的是，由於本問卷設計採回溯性自陳式量表，為精確測

得心流經驗，需先以指導語引發個體對從事休閒中有關心流經驗的回

想，藉以評估個體在體驗心流經驗認知上之差異。 

 

三、 休閒心流經驗、休閒體驗與身心健康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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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休閒心流經驗與休閒體驗各向度間呈正相關 

休閒中的心流經驗愈好，則其「情感」、「活力」、「認知有效性」、

「動機」、「滿足感」、「放鬆性」與「創造力」等休閒體驗也愈正向。

此外，又以休閒心流經驗中之「挑戰與技術平衡」、「知行合一」、「清

晰的目標」、「清楚的回饋」、「專心於手邊事物」、「自我掌控感」與「自

成目標」等七個向度，較能預測休閒體驗，其代表的意義為：個體在

從事休閒活動時，活動的挑戰性與自身技術愈無法達到平衡、知行愈

不合一、活動的目標及回饋愈不清楚、專心度與自我掌控感愈差，以

及愈不想再重複經歷此休閒活動者，其在休閒體驗七個向度上的表現

愈為負向。 

 

（二） 休閒心流經驗與身心健康總分間呈正相關 

休閒心流經驗愈佳者，其整體身心健康狀況愈好。但在與身心健

康四個分量表之相關中顯示，雖然休閒心流經驗愈佳者，其對自己生

理狀況的滿意度愈高，有關焦慮與憂鬱的程度，以及身體狀況對生活

的干擾度愈低，然其不利身心健康之因應行為卻也愈多。此外，休閒

心流經驗中之「專心於手邊事物」、「自我掌控感」與「失去時間感」

等三個向度，較能預測整體身心健康，其代表的意義為：個體在從事

休閒活動時，若愈能專心一致、愈有自我掌控感，且不失去時間感者，

其身心健康狀況較佳。 

 

（三） 休閒體驗各向度與身心健康總分間呈正相關 

個體之「情感」、「活力」、「認知有效性」、「動機」、「滿足感」、「放

鬆性」與「創造力」等休閒體驗愈佳者，其整體身心健康狀況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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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與身心健康四個分量表之相關中顯示，雖然休閒體驗愈佳者，對

自己生理狀況的滿意度愈高，有關焦慮與憂鬱的程度，以及身體狀況

對生活的干擾度愈低，然其不利身心健康之因應行為卻也愈多。此外，

休閒體驗中之「情感」與「創造力」等兩個向度，較能預測整體身心

健康，其代表的意義為：個體在從事休閒活動時，若感受到愈多的快

樂、高興等正面情緒，且腦筋愈活躍者，其身心健康狀況較佳。 

 

四、 不同休閒心流經驗組型之比較 

（一）四種休閒心流經驗組型在休閒體驗與身心健康上之差異 

1. 「一致好」組型在休閒體驗的表現最佳，均優於「高估」

與「一致差」組型；在身心健康表現上則優於「一致差」

組型。 

2. 「高估」組型在休閒體驗的表現上，優於「一致差」組型。 

3. 「低估」組型在休閒體驗的表現上，優於「高估」與「一

致差」組型。 

4. 「一致差」在休閒體驗與身心健康上的表現為四組之末。 

 

（二）四種休閒心流經驗組型在所從事的休閒活動上之差異 

1. 「一致好」組型較多從事屬於心智及體力類的主動式休閒，

如戶外活動、運動、藝文嗜好與益智等類。 

2. 「高估」組型較多從事屬於體力類的動態休閒，如戶外活

動與運動類。 

1. 「低估」組型較多從事屬於心智類的靜態休閒，如藝文嗜

好與益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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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致差」組型較多從事被動式休閒，如視聽與休憩社交

類。 

 

五、 不同休閒活動之特性 

戶外活動、運動、藝文嗜好與益智等活動種類，屬於主動式休閒，

不但具有心流活動之特性，更有助於個體體會正向的休閒體驗，甚而

對身心健康有正面影響；然而，視聽、休憩社交類活動，屬於被動式

休閒，對個體心理與生理的影響較為薄弱，但卻有助於鬆弛身心。 

 

貳、 研究建議 

根據研究結論，本研究提出對未來研究、上班族群、諮商實務與

教育工作等四方面的建議： 

 

一、 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一） 本研究以 Csikszentmihalyi(1996, 1993)所提出心流經驗的

九個特徵向度為量表架構，來檢驗其與休閒體驗及身心健

康之關係，而此九個心流經驗特徵向度是否有跨文化之差

異，本研究並沒有深入探討，雖然 Csikszentmihalyi(1988a)

引介東西方國家對心流經驗的研究指出，心流經驗在其樂

趣動力模式的本質上並無文化差異，但聶喬齡(2000)在運

動情境之研究則顯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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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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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若以 Jackson和Marsh(1996)指出心流經驗的九個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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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向度應有不同的加權指數來解釋，這也透露出探討心流

經驗向度上之重要性。 

 

因此，若能以質性深度訪談做為基礎，並根據不同休

閒如戶外活動、運動、藝文嗜好、益智、視聽、休憩社交

等予以分類，來建立心流經驗特徵向度的架構，相信將更

能瞭解心流經驗在不同休閒情境下的意義。 

 

（二） 本研究採回溯性的自陳式問卷進行調查，試圖藉由指導語

來引發受試者在休閒情境中的心流經驗，以探討其與休閒

體驗之連貫性，但有時會流於具有暗示作用的研究偏誤，

所以此種方式僅能解釋為個體對所從事休閒活動中的心流

經驗整體評估，對於發生心流經驗當下的感受，或指稱為

真正心流經驗的狀態為何，並無法提供客觀、精確的解釋。

因此，若能克服樣本配合度及訊號儀器的問題，而如

Csikszentmihalyi和LeFevre(1989)以經驗取樣法(Experience 

Sampling Method)來測量，相信可以有助於吾人更精確瞭解

心流經驗及個體間之差異。 

 

（三） 本研究採相關法進行變項間的關係探討，其中由研究者所

做的因果推論，僅是綜合文獻及資料分析後的可能解釋，

並不代表變項間之因果關係已被確立；儘管如此，研究分

析結果與 Tinsley和 Tinsley(1986)所提出的模式（見圖 5-1）

大致符合，主要說明了經由心流經驗所引發的休閒體驗，

具有較佳身心健康之事實。現代休閒研究對主觀經驗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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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已為一個趨勢，許多學者將休閒定義為人類心理狀態的

研究(Lee, Dattilo, & Howard, 1994)。因此，對於休閒中的

主觀經驗或稱為休閒體驗來說，深入探索是有其必要性

的，而本研究以 Csikszentmihalyi 和 LeFevre(1989)所提出

的主觀經驗品質做為休閒體驗之架構，或許尚有未臻完善

之處，但對於後續建構信、效度更佳的休閒體驗量表而言，

若能針對滿足感、放鬆性與創造力等向度上，多增加其題

項，並在認知有效性與動機向度上，多參考其他休閒體驗

相關文獻建議來發展題目，相信會有更佳的效果。 

 

 

 

 

 

 

圖 5-1 休閒、心理需求滿足與心理性益處之關係 

資料來源：引自 Tinsley & Tinsley (1986) 

 

（四） 本研究所呈現休閒心流經驗與休閒體驗較佳者，其在身心

健康之「不利健康之因應行為」分量表上表現愈差，顯示

國內上班族群在壓力因應上值得重視，亦即應適當調整工

作態度，不要將幸福人生建立在努力拼命的工作上。此外，

在「不利健康之因應行為」分量表本身的信度上，也值得

後續研究注意，由於原分量表與本研究均呈現信度係數較

低的情況，因此，建議未來若能以深度訪談方式，來發展

生理健康

心理健康

休閒體驗 個人成長生活滿意 
心理需求

的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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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適用於上班族群的題項，對瞭解該族群壓力因應策略，

以及整體身心健康量表之信效度上，應該能更趨於完善。 

 

（五） 自陳式問卷以主觀經驗、態度等做為研究的標的，常被批

評為主觀性過於強烈，而難以做客觀的科學化探討，但隨

著認知心理學的興起，乃至於認知神經科學的發展，對於

人類主觀意識經驗的界定有了不同的詮釋；從認知系統與

大腦組織在意識與情感的研究，均試圖以客觀的生理反應

資料，來瞭解人類的情緒經驗，其中 Ashby、Isen和 Turken 

(1999)提出正向情感的多巴胺假說(dopaminergic theory of 

positive affect)，並認為如創造性的問題解決，與在正向情

感下腦中多巴胺量之增加而產生的認知處理改變有關聯。

此外，新興的神經心理免疫學(psychoneuroimmunology)，

更將個體心理性因素與免疫、內分泌、神經等系統做結合，

以探討其對身心健康的影響，其中 Biondi(2001)綜合許多

文獻指出，對壓力的高感受度、無效的因應策略、憂鬱症、

低度社會性支持等，與高風險性的免疫功能受損有關聯。

若能藉由心流經驗的產生來瞭解快樂、幸福感的大腦機

制，甚或探索快樂、幸福等正向心理在身心健康上的意義，

相信將有助於吾人對幸福感之探求。 

 

二、 對上班族群之建議 

由於本研究樣本集中於 40歲以下大專程度以上之上班族群，而這

一族群也正是在職場上活動力最旺盛者，因此，本研究結果所顯示休

閒心流經驗愈佳，其休閒體驗乃至於身心健康也愈好的事實，值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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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族群重視適當休閒活動之規劃及參與。另外，從休閒心流經驗中所

獲得的正向感受，瞭解到從事主動式休閒活動對個體身心健康的意

義，而主動式休閒活動如戶外活動、運動、藝文嗜好及益智等類，需

要吾人投入心智與體力始能達成，這不禁令人想到，工作情境其實更

提供了這樣運用心智與體力活動的特點，誠如 Csikszentmihalyi 和

LeFevre(1989)指出，人類生活中最正向的經驗常發生在高挑戰與高技

術的工作情境，而不是休閒娛樂活動。當然，這種高挑戰技術的情境

對個體會產生身心上的緊張與壓力，我們仍須藉由適度的休閒來鬆弛

身心；但換個角度來看，上班族群常受制於工作為盡義務的觀念影響，

而忽略了工作所帶給自己的真實正向感受。所以，工作成為生命無法

擺脫的枷鎖，不僅困住個人的自我成長，更影響生活品質與幸福感的

追求。Csikszentmihalyi和 LeFevre提出兩種改善生活經驗品質的方法： 

（一） 以更有意識(conscious)及更積極(active)的方式來善加運用

休閒娛樂活動。 

（二） 瞭解工作遠比人們想像的更有趣、更多采多姿，絕非只是

一種不可避免的責任義務，並從每件事物當中去尋求樂

趣，培養自得其樂的人格特質(autotelic personality)。 

從休閒心流經驗所獲得的正向感受，提醒自己學習妥善規劃自己

的休閒生活，並以樂觀的態度面對挑戰，相信對於國內上班族群而言，

是刻不容緩的要事。 

 

三、 對從事諮商實務工作者之建議 

心流經驗為一具有正向特質的心理力量，而其理論則整合了動

機、人格、與主觀經驗，試圖解釋人類幸福、快樂的根源(Monet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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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ikszentmihalyi, 1996)，因此，心流經驗對於自我探索有著極為重要

的意義，它暗示著對內在動機所引發而投入活動的深層體認，這對於

促發個體思索生命的意義、生涯興趣的探尋與自我的認識，有著關鍵

性的因素。由檢視個體心流經驗的活動中，可以幫助我們瞭解到其正

向力量的來源，從而協助個體認識與掌握自我優勢，改善其主觀經驗

品質，進而體認幸福、快樂的意涵。 

 

長久以來，心理學的研究以及對心理學的訓練，許多都集中在精

神疾病診斷準則手冊（DSM Ⅳ）所歸類的精神分裂症、焦慮性疾患、

情感性疾患、人格疾患等精神病理的探討，雖然可以使我們瞭解到精

神疾病發生的可能原因，並及早做好預防的工作，但誠如 Seligman和 

Csikszentmihalyi(2000)指出，心理學不只是一個研究病態、缺陷與損害

的學門，它更是對於人類心靈力量、優勢等的研究；治療也不僅是修

復受損的部分，更是在於培育人類最好的正向力量。因此，不僅心理

學家需要做大量的正向心理學的研究，而諮商臨床實務工作者更應在

諮商治療室中，以正向力量的培育或增強來取代對案主缺點的修補，

將焦點放在個案的正向感覺（positive feelings）上，不僅可以輔成案主

克服焦慮，更能強化他們的勇氣，為自己帶來快樂、幸福感。Resnick、 

Warmoth和 Serlin等人(2001)指出，一個好的心理治療應該涵蓋二種並

行的方式，一種是對案主面質他們的痛苦，另一種則是教育、重新訓

練、鼓勵案主以正向思考的方式來面對問題；同樣地，Seligman(2002)

以習得的樂觀(learned optimism)教導案主發現自我的優勢，並以認知治

療法強化案主所擁有的正向特質。因此，對於諮商臨床實務工作者來

說，教導案主從日常生活中辨識挑戰與技術平衡的活動，並藉由心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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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所帶來的樂觀性與創造力，即是正向心理力量之最佳實例。 

 

四、 對從事教育工作者之建議 

Csikszentmihalyi(1975)從內在動機的探討，瞭解促發個體一再想從

事某些活動的動機，正是心流經驗的本質；對於教育工作者來說，也

就是激發孩童內在動機，教導他們喜歡他們所喜歡的事物，而不只是

為了成績的好壞(Csikszentmihalyi & Schneider, 2000)。Seligman(1998)

根據其研究指出，具有樂觀特質者比擁有高分的 IQ 與 SAT 成績者，

更能夠發揮自己的潛能，這些都一再地說明了培養孩童樂觀、正向特

質的重要性。Csikszentmihalyi和 Schneider對青少年的研究更說明到，

心流經驗較高者所從事的都是教學活動、做功課、課外活動與打工等

生產性活動，而這些人同時也對未來充滿了希望與樂觀。我們都期望

下一代能有更好的未來，但這決不僅僅是學校功課或聯考成績所能決

定的，唯有依循不同個體的潛能適性發展，培養其樂觀、正向的人生

態度，才能更靠近幸福、快樂的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