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算命的定義 

根據辭海的解釋，所謂算命是指「星命家以人生時所值年、月、日、時干支，

推其一生之運命。」然而隨者卜算者所使用方法的不同，算命也有不同的認定。社

會學研究者周雪惠（1989）便將算命定義為「利用個人的生辰八字或是面相、掌紋

來推知過去未來，推定個人命運吉凶的方式。」 

事實上，算命術自春秋戰國時期便已興起，屬於中國傳統的術數（五術）之一，

「術數」一詞中的「數」字似乎含有了計算的意思，例如所謂掐指一算，因此這個

「算」是有玄學基礎的。術數一共包括了山、醫、命、卜、相等五術。所謂的山術

是「相地理風水之術，以陰陽五行為本，替死者擇墳地、生者擇建地。」醫術則謂

「為人治病之醫術，凡涉及治病者則屬之，包括中醫和接骨師。」卜術乃指「卜卦

之術，以『易』的五行與天干地支、陰陽組合來推算人的運氣，如龜卦、錢卦、米

卦、測字等。」命術則是「以人之生辰八字，配以陰陽五行之說，推算個人醫生的

富貴貧賤、妻財子祿和夭壽窮通。」相術為「根據人之面貌、五官、手掌、骨材等

形貌加以分析，來占卜推斷個人的性格、品德及其命運休咎。」（高賢治，民 67） 

因此，「術數」一詞在中文裡便是涵蓋所有占卜、命理、擇日、風水等等現象

的總稱，甚至廣到可以包括養生、氣功、禪坐乃至中醫等。不過由於中醫醫術早已

自成體系，雖與若干術數有一定的關係與淵源，但是應該可以不列入為術數（瞿海

源，1999）。目前國內學者在研究術數時，也多僅以山術、卜術、命術、相術來討

論之（柯雲路，民 83），許多對於算命的調查也只將山術、卜術、命術、相術等四

術列入調查的範圍內（余德慧，民 76）。本研究中所討論的算命內容與定義也與上

述學者和調查一致，僅以山、卜、命、相等四術為研究範圍。 

 

 

 



第二節  算命的起源與歷史演進 

中國命理學最早出現的樣式是相術，經由史籍考證發現，相術最早的記錄可以

追朔至公元前七世紀春秋之際，它首先興起於王公貴族內部（張明喜，民 80）。到

了戰國時代，關於看相的記載逐漸多了起來，相命的風氣也從貴族階級蔓延到民

間，初步形成一種民俗。時至漢朝，由於時局的變化、封建制度的打破、新政權的

崛起及從民間拔擢人才的風氣影響，因此開始有以命之厚薄、氣運之順逆來解釋

者。這種「精神氣候」為相術、命學的發展提供了合適的溫床，從而釀成中國自春

秋以來的第一次相命熱（張明喜，民 80）。 

東漢時，相命之風更是盛行，據《後漢書》記載，當時皇帝挑選後宮嬪妃，都

要派遣宮廷官員帶相工為其相命，須合法相者，方可進入後宮。漢朝除了看相習俗

興盛之外，此時也開始產生了星命之術，《漢書‧藝文志》即有「星命之說，漢有

太乙星子等書推數，行以論凶吉。」的記載，東漢王充《論衡》一文中亦有用星位

言祿命的見解，是以星象學家往往尊漢人為其先師。 

兩漢命學是算命文化重大的分水嶺，相術、命學的理論基礎於此時開始建立，

例如《漢書‧藝文志》便載有相人類廿四卷，而東漢王充提出的「元氣說」更讓中

國的星命之學有了明確的哲學根基。王充在其論著《論衡》中提出「氣的一元論」，

認為氣是構成萬物的本源，所謂「萬物之生，皆稟元氣。」萬物的差別在於其稟氣

的不同，並將自然界的關連性用來類推至社會人事，將一個人的壽夭、貧富、貴賤、

禍福歸因於最初在「母身之中」所稟受的自然之氣，這在一個人獲得生命之初便已

形成，因此人的壽命長短取決於在母體內所承受的氣之強弱，「夫稟氣渥則體強，

體強則其命長；氣薄則其體弱，體弱則命短，命短則多病壽短。」此外，王充亦認

為天上的眾星有尊卑之別，有謂「人稟氣而生，含氣而長，得貴則貴，得賤則賤，

貴或秩有高下，富或資有多少，皆星位尊卑大小所授也。」 

到了唐代，相命之風氣更為普遍，並且具有較明顯的時代特徵，此時看相、算

命的內容主要是占卜科舉與仕途（張明喜，民 80）。為因應這股相命之風，唐代相



士開始大量出現，甚至成為當時社會上一種主要的職業。時至宋代，宋代對於自然、

宇宙、人生的看法，承續了兩漢以來有關星命之說的理論，並進一步探究「理」。

以時辰和星象推命的命理之學，本源於陰陽五行動態的宇宙模式，注重的是人所生

之時精微的氣數軌跡，這一理論正好與宋代理學的時代哲學氛圍吻合（凌坤楨，民

82）。其中唐朝李中虛發明的「八字推命術」（或稱「四柱推命術」）也在宋初徐子

平進一步的發展下，將理論建構完成，可見宋代除了算命之風持續穩定流行之外，

更促使了命學理論的深化。 

清代研究算命之風更盛，即便是連紀曉嵐等知識份子也對算命深信不疑，章回

小說中也常將算命列為情節內容（陳美蘭，民 88）。民國以後，無論是軍閥或官僚

均對算命深信不疑，在《命相的故事．二》（韋千里，民 85）一書中便收錄了清末

民初名人有關看相談命的例子共二十有餘，足見當時流行的情形。時至今日，算命

的熱潮仍一直未退去，反倒在網路與媒體的推波助瀾下更加蓬勃發展，2004 年 9999

泛亞人力銀行與科技紫微網所做的「2004 上班族對命理及鬼神態度大調查」中發

現，高達 8成 5的上班族相信算命，尤其在工作方面，41.92﹪受訪上班族表示「非

常相信」算命，43.81﹪表示「會做為參考」；即使完全不相信的算命的人也有高達

91.43﹪的受訪者表示會去算命或看命理資訊（東森新聞報，2004）。可見算命在現

今社會已儼然成為一種全民運動，自古活躍至今皆無間斷。 

 

 

 

 

 

 

 

 



第三節  算命的原因與功能 

    根據民生報（民 85）指出，國人曾經算過命者占百分之四十八，其中百分之

廿三的人相信算命的結果；而曾經算過命的人中有百分之五十八表示，未來還是會

繼續找人算命，這些人認為即使算命不準，還是應該算命。究竟為何社會上有那麼

多人喜歡算命？其主要的原因有：一、人們對於未來的不確定感：當前社會變遷快

速，無論是個人、家庭甚至社會的變化，都非個人所能控制的，因此人們對於未來

充滿了不安定感。二、正義原則的喪失：如果一個社會的制度健全，法令規章完備，

並能杜絶關說倖進之事，則一般人只要肯努力必能有所成就；然而，現今台灣常發

生有貢獻之人遭挫，奸佞之徒反而青雲直上，讓一般人不相信努力是有用的，自然

易於流行相信命運之說。三、欠缺良好的教育和正確的示範：台灣目前雖然教育普

及，但是培養正確人生觀的人文精神教育卻一直未受重視，加上傳播媒體對於算命

的推波助瀾，在在都助長了算命的風氣（民生報，1996.7.5：2）。 

既然台灣目前算命之風興盛，那麼算命行為對於人們的生活究竟有何意義與功

能呢？ 

一、 算命具有心理諮商的功能 

對於從事算命服務的人而言，他們常將算命比喻為醫病關係，並往往以心理醫

生自許，賦予算命提供心理諮詢、撫慰心靈、指點迷津等功能。命理學家余雪鴻便

認為：「在中國古老的社會中，命運學有其不可忽視的力量，有人將之比喻為類似

西洋人的心理醫生的地位，而且除了具有心理醫生的分析、疏導、安慰等作用之外，

一個好的算命預言家，更能積極地指出你未來應走的路線。」（余雪鴻，民 81）研

究紫微斗數的陳琦也表示，現在的算命者傾向希望藉由論命來了解自己，就好像是

去看心理醫生一樣，本身扮演一個導演的角色，透過算命一層一層看清自己，而不

像是過去那種權威式，將算命視為好像能窺探天機似的，一切都是上天注定，永遠

無法改變命運（中國時報，民 82.6.6：35）。 

 



二、算命具有令人安心的效果 

由於現代人常常會有欠缺安全感、無主見、憂慮、不快樂及缺乏信心等心理特

徵，尤其當步入社會之後，因感受於來自工作、人際關係等壓力，當有適應不良或

求助無門時，便容易傾向藉助神力以尋求內心的安定與平和。過去在中國時報專寫

命理專欄的慧心齋主就認為：「對於大多數主動從事算命的人而言，算命具有相當

的安心效果。例如有些人因有難解的複雜問題而算命，若算命師告訴他何時可以解

決，將可帶給前去算命者相當的安心效果。」（中國時報，民 81.11.15：30） 

 

 

 

 

 

 

 

 

 

 

 

 

 

 

 

 

 

 



第四節  台灣地區命理節目現況 

自 2001 年起台灣開始漸漸流行命理節目，而最早出現的為MUCH TV「命運大不

同」。東森綜合台「開運鑑定團」的執行製作鄧表彰便表示，命理節目之所以在台

灣造成流行，一方面是因為日本命理節目都創下高收視率，另一方面是因為台灣失

業率攀升，民眾需要心靈上的慰藉，或是升官、賺錢的偏方，所以命理節目才會紛

紛出現。命理節目談論的內容多以實用為主，包括愛情、工作、家庭、人際四大主

題；至於命理包含的範圍也很廣，中國的紫微、面相；西洋的星座運勢、開運偏方

均是命理節目提供的內容範圍（銘報即時新聞，2004 年 1 月 8 日）。截至目前（民

國 94 年 7 月）為止，有線與無線電視頻道上仍在播出的命理節目共有 12 個（詳如

附表一所示），這些命理節目所使用的算命方法各有差異。有同時使用中國命相術

與西洋占星術來為節目來賓與觀眾占卜的，例如「開運鑑定團」、「命運好好玩」等

節目；也有以看陽宅風水為主的節目，例如「易經風水面面觀」、「好運望望來」；

也有些節目會利用現場直播的方式，讓觀眾可以打電話進來由命理老師立即為觀眾

進行解析，例如「塔羅魔法心」等節目。可見命理節目會因為使用的算命方法不同

而產生不同的節目風格，惟這些節目個別所採的經營型態並不在本研究的討論範圍

中，故本研究將命理節目定義為凡節目內容以請命理老師談論算命、占星、卜卦、

風水、安太歲、改運等為主者之電視節目均屬之。 

 

 

 

 

 

 

 

 



表 2-1：截至民國 94 年 7 月無線與有線電視頻道仍在播出之命理節目 

 
頻道名稱 節 目 名 稱 

台視 易經風水面面觀 

國興衛視 命運大贏家 

中天娛樂台 台灣妙妙妙 

緯來綜合台 好運望望來 

緯來戲劇台 好運望望來 

超級電視台 命運好好玩 

東森綜合台 開運鑑定團 

東風電視台 塔羅魔法心 

華人戲劇台 流年論命 

華人商業台 流年論命 

太陽衛視台 全方位開運 

蓬萊仙山電視台 流年論命：子靜家傳易數 

蓬萊仙山電視台 命理大觀園 

蓬萊仙山電視台 絶代雙嬌：命理雙姝（陳風、方華主講）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第五節  算命的態度 

一、 態度的定義與功能 

態度（attitude）是一種認知表徵，它總括了對一種態度客體（attitude object）

（包括自我、其他人、事情、活動、事件或觀點）的評價。由於我們對態度客體的

評價可能是贊成、中立或反對，態度也就具有正向、中性或負向的方向（McGuire，

1985；Ostrom，1969；Zanna＆Rempel，1988）。態度除了具有方向的不同之外，它

也會有強度上的差異，用以反應評價的強弱。 

大多數的態度都是習得的，當人接觸到態度對象時，便會對他產生了一種認知

表徵，這一表徵包含了與對象有關的三種訊息。一是認知訊息，它是有關對某一態

度對象的知識，包括所有與態度對象有關的事實與信念。二是情感訊息，由態度對

象喚起的感覺和情緒所組成。三是行為訊息，它包括了與態度對象有關的過去、現

在或將來的互動行為的訊息。態度就是由這三種類型的訊息匯集而成：即對於態度

對象所具有的正面或負面特徵的認知、對於態度對象所持有的情緒和情感、過去及

現在對態度對象所採行動的有關訊息（莊耀嘉、王重鳴，2001）。 

態度為何會形成呢？形成態度對於人們具有什麼功能呢？態度的第一個功能

是幫助人們掌控環境。態度的形成有助於人們順暢地和許多態度對象進行互動，這

種態度的客體評估功能引導人們注意到態度對象的重要特徵，因而能有效率地處理

問題。態度的第二個功能是幫助人們表達他們真實的自我與信念，以及肯定他們所

重視的人際關係。態度的這種社會認同功能可以幫助人們獲得與維持和他人的聯

繫，並且幫助人們確認自己是誰（莊耀嘉、王重鳴，2001）。態度的第三個功能是

預測行為。態度是否能預測行為，許多研究者都分別提出不同的看法，Fazio（1986）

便認為態度主要是扮演知識的功能，可以作為個體對於人、事、物等態度對象物的

判斷依據。Katz（1986）也是以功能論來看待態度，認為態度具有自我防衛功能、

價值表達功能、知識功能和實用功能。上述的想法都基於一個共同的假設，就是希



望態度能夠幫助個體建立一個穩定的、可依靠的態度評價，能夠應變各種不同的情

境或刺激進而引導個體的後續行為。Millar＆Tesser（1989）則發現當態度內認知

與情感的部分一致時，不論態度內是突顯情感或是認知訊息，用整體的態度評價去

預測行為皆具有相當高的相關性（彭榮仁，民 80）。就因為態度具有預測行為的功

能，當得知人們對於某一態度對象的評價之後，對於預測其行為將有相當的準確性。 

二、何謂算命態度？ 

根據之前對態度所做的定義，可將算命態度定義為「個人對於算命行為整體性

的評價，是個人依其對算命的內在感受、看法所表現的一種持久不變的行為傾向，

而這一評價是由認知、情感及行為三方面訊息所組成。」（黃淑珍，民 85）楊國樞

（民 77）認為態度產生的背景是很重要的，因此依個人的教育程度、社會背景與

遭遇的不同將算命態度分成三種：一、原發性：此一態度是隨成長過程自然形成的，

大多吸收自父母的言行。二、反應性：這類的人原先並沒有主觀、強烈的態度，直

到生活中碰到難以理解的事後，才開始相信算命。三、保險性：此類的態度，就像

現代人買保險，雖然生命理念並不相信有意外，但買保險總是錯不了，沒事最好，

有事也已經買了保險。此三類態度並不能完全劃分，每個人可能同時屬於二類或三

類。 

影響算命態度的因素有很多種，張老師月刊曾在民國七十六年時做了一項「我

國社會對算命的態度」調查，將算命態度分成六個部分：一、對算命流行比率的看

法：調查中顯示，一般人普遍認為目前算命非常流行，而且不受教育程度的影響，

在抽樣調查的資料中發現，曾經算過命的人約占 52﹪，平均每二個人中就有一個

人曾經算過命。二、對於算命的評價：算命是迷信或是有科學根據是見仁見智的問

題。有人支持算命，因為他們看過很準的案例；有些人則反對算命，認為是胡說八

道。可見一般人對於算命很難有統一的評價。三、對「去被算命的人」之評價：會

去算命的人雖不全是宿命論者，但是他們對機緣命運給予人生的操弄更為迷惑，加

上自信不夠，對於算命便抱有姑且一試的心態。四、對於算命內容的評價：超過



60﹪的人問的是有關前途命運和事業的問題，問婚姻及感情交友約佔四分之一，而

前途事業與婚姻問題也是受訪者心中最為擔憂的問題，可見人們會將心中的煩惱求

助於算命，將所關心的事問諸於算命等超自然力量。五、算命的功效：調查中發現

會去算命的人多半承認算命有安撫心理的正面功能，認為算命可讓人對未來產生期

待，對自己的選擇有信心，對於失敗不能釋懷的痛苦，也可以因命相家的解釋而得

到舒解；不去算命的人則對於這些說法傾向於中立而不肯定。六、受算命預言的控

制程度：人們求助於算命的煩惱多屬於一種抉擇，例如要選什麼職業、跟誰結婚會

最幸福等，這類的選擇多涉及到將來，當有難以取捨的時候，此時算命結果就具有

相當大的暗示性，調查中發現約有 20﹪左右的人在情緒、抉擇上受到算命的影響。 

 

三、不同人口變項在算命態度上的差異 

瞿海源在 1985-1990-1995 三次全台術數和巫術行為的抽樣調查中發現，性別

在算命、看風水上顯現了差異，女性算命的機率相較於男性為高，而男性在看風水

的機率上則較女性為高，這顯示了在父系社會下性別角色的差異，在既有父權或男

權的宰制下，女性受到較多不公平的待遇，宿命的想法和算命的作為成了女性逆來

順受的因應之道。教育程度方面則對算命具有助長的功能，教育程度越高，算命機

率越大（瞿海源，1999）。至於年齡對於算命的影響，法國 Gallup 民意測驗中心在

1985 年對 998 位民眾所做的調查中發現 18 至 24 歲的年輕人最相信占星算命（曾

義治，民 78）；聯合報在民國 76 年的調查中也顯示 20-34 歲的人算命的比例最高

（聯合報，民 76）。宗教信仰則與算命行為有著緊密的關係，瞿海源（1993）在其

論文中證實了這點，他指出民間信仰者在所有術數和巫術行為的發生機率都是顯著

地高，道教徒與佛教徒也有相同的現象，而基督教徒無論在術數或是巫術行為的發

生率上都較無宗教信仰者低。在職業分布上，行政主管和買賣工作人員在算命行為

的比例上較其他行業為高（瞿海源，1999），聯合報（民 76）的調查結果上則發現

公教人員、服務業人員、商人的算命比例較其他職業高。不過「台灣地區民意現象



調查」結果則是以家庭主婦、退休人士和學生去算命的比例較高（民生報，民

82.12.23：22）。 

 

第六節 與算命有關的人格特質 

人格（Personality）能在不同情境中，引導個人選擇行為以達成目標。邱山

口（民 85）認為「人格」是ㄧ個人獨特的心理與個性特質，使個人對週遭的環境

產生「ㄧ致性」與「持久性」的反應，是ㄧ種使經驗與行為能有秩序相連的內在結

構。所有的人格理論均建立在兩個前提假設下：（1）所有的個人都有內部的特質或

特徵（2）在這些可以加以衡量的特質上，人與人之間具有ㄧ致的差異性。 

在強調「個人行為」的人格理論中，與算命行為特別相關的莫過於「內外

控」與「刺激尋求動機」二項概念。郭貞（2005）的研究中便指出外控傾向越高者

越相信網路算命中的即時算命與大師親算，而刺激尋求傾向越高者則越常上算命網

站，對於網路算命的滿意度也越高。因此本研究在探討受訪者人格特質的差異時，

便採取以測量受訪者「內外控」與「刺激尋求動機」傾向的方式來做分析，茲將「內

外控」與「刺激尋求動機」此二項概念的意涵分述如下： 

壹、內外控 

ㄧ、內外控信念的意義與內涵 

心理學家 Rotter 於 1954 年提出了社會學習理論（Social Learning Theory）：

「一種行為在某一個情境下發生的可能性，乃是當事者對該項行為會招致某種增強

的預期，和那項增強物之價值所共同決定。」它主要包含了四個概念：行為發生的

可能性（behavior potential）、當時的預期（expectancy）、增強物的價值

（reinforcement）和心理情境（psychological situation）。Rotter 認為「預期」

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概念，特別是對於增強作用的預期，他提出了一個控制源（locus 

of control）的概念來做進一步的說明，認為個人對於生活中的增強作用所擁有的

控制力知覺會因人而異。有些人相信生活中一般增強作用，大多可以由自己控制，



一切成就都是自身努力的結果，這就是內控（internal control）的信念；有些人

則認為生活中一般增強作用，都是由外力或他人所左右，無論成敗得失，他本身都

無能為力，這便是外控（external control）的信念（黃堅厚，民 88）。 

Rotter 認為具內控信念的人，相信他們的成功或失敗取決於自己的行動和能

力，自己可以主宰自己的命運，對於有關自己的事皆歸因於自己。反之，具外控信

念的人，相信他們的成功或失敗完全由外在因素所控制，例如命運、運氣或機會，

他們覺得自己的生活是隨機產生的或由別人控制的，事情總是在他們的控制之外

（鍾芳榮，2004）。 

Butterfield（1964）則認為內控者比較積極、自主與內在導向，能專心致力

於自己感到興趣或自認為重要的事情；外控者則比較消極、依賴與他人導向，比較

關心別人認為重要的事情（邱書璇，1993）。Lefcourt（1972）的研究則發現，屬

於內控傾向的人比較關心個人成就感，而且在遭遇挫折時，傾向於採取積極、具建

設性的方式來應變突如其來的事件；而屬於外控傾向的人，則比較容易感到焦慮，

並且在面對挫折時較傾向於非建設性的行為，多關心失敗後的恐懼而少關心成功後

的成就（鄭家成，民 93）。ㄧ般而言，外控者在人際關係上較為外向，容易受到週

遭人與事的影響；內控者則較內向，並受其內心世界的感覺與想法的影響（羅志娟，

民 86）。需注意的是內外控信念並非截然二分的信念，而是ㄧ連續性的變項，多數

人都是介於此二者之間，極端內控或極端外控者只佔少數（張治遙，民 78）。                

由 Rotter 的內外控信念理論可知，外控信念取向者則相信「成事在天」，所有

行為都是自己無法掌控的；內控信念取向者相信「成事在己」，任何行為都是自己

可以掌握或控制的。在人格特質上，外控者較被動、容易焦慮、較相信命運並且容

易受他人指導；而內控者則相信自己的行為，較為主動、自信、獨立、也比較不易

受權威影響（濮世緯，民 86）。 

二、 內外控性格對於算命的影響 

動態變遷是現代化工業社會的特徵之一，變遷帶來的不確定性會迷亂個人的生



存與生活（陳秉璋、陳信木，民 79）。瞿海源（1999）在「術數流行與社會變遷」

一文中指出「為什麼自九 0年代起新舊術數會大大地流行？大體而論，乃是結構的

不確定性造成社會心理上的不確定感所導致。在社會情勢發生重大變遷，社會結構

性的安排就有比較強的不確定性，這種不確定性延續的時間有一定的時間，但是至

少不是三年、五年就會結束的。於是，生活在其中的社會大眾就會產生持續的不確

定感，在不確定感加強而個人又無法有足夠的知識，或尋求他人足夠的知識來獲得

解決時，個人就會去尋求外在的解決途徑，術數，特別是精緻神秘的術數便是重要

的解決途徑之一。」（p.8） 

當人所能控制的部分太少，便開始產生無力感、挫折、焦躁等特徵，在這些心

理特性之下，使人趨於權威主義人格，相信有一種支配人命運的力量，若人能事先

預測出自己的命運，就能克服這種無力感、焦躁與不安。算命便提供了這一個「預

測」的方法，人們可以藉由算命來克服無力感（王溢嘉，民 83）。 

算命到底是屬於內控信念還是外控信念的表現呢？余德慧（民 76）在「我國

社會對於算命態度」的調查結果中表示，以行為的控制性來看，算命的人與不算命

的人是有差別的，算命的人在相較之下是較外控的， 比較會把成敗歸諸於環境或

是其他非自我控制的因素，算命的人對於自我掌握的信心顯然沒有不算命者強。心

理學家楊國樞（民 76）也認為這種相信命理的態度與「外控態度」有著很大的關

係，因為根據算命的結果，將不好的遭遇和處境歸因於外在命運，認為自己沒有能

力控制，這就是外控態度的表現。雖然學者對於「算命」都傾向是一種「外控信念」

的展現，然而算命的人是否眞的都具有明顯的外控傾向呢？仍有待進一步的研究加

以驗證。 

貳、刺激尋求動機 

一、刺激尋求動機的理論基礎 

自 1950 年代起，心理學家開始對人類和動物的探索與好奇行為產生興趣，於

是有三派動機理論因而興起： 



（一）本能或驅力理論（Instinct or Drive Theories） 

主張人類動機的產生，乃是為了降低刺激，或是將內在的刺激減至最小，例如

Freud、McDougall 等人認為好奇或探索並不是獨立的本能或驅力，而是源自於最

原始的動機，諸如飢餓、性等（楊蕢芬，民 7６）。 

（二）最佳程度理論（Optimal Level Theories） 

Wundt、Hebb、Berlyne 等學者則認為人的刺激需求有一個適當的範圍，即人

必須要有某種程度的刺激，才會覺得快樂或有更好的學習和表現。如果刺激的程度

過大，則個人需求減輕；反之，若刺激的程度不足，則個人的尋求將會增加

（Zuckerman，1979）。 

（三）刺激對抑制理論（Excitation VS. Inhibition Theories） 

這派理論認為動機行為之所以產生，乃是因為大腦系統中有一特性，會促使內

在刺激和抑制之間產生平衡。Pavlov、Hull、Cattell 等學者即做此主張（楊蕢芬，

民 7６）。 

以上三種理論雖然對於刺激尋求動機的發展都有相當的貢獻，不過與刺激尋求

最相關的應屬「最佳程度理論」。Zuckerman 等人便認為刺激尋求是根基於最佳程

度的刺激與激起的概念，最佳程度又可分為三種： 

（1）最佳程度的刺激理論（Optimal Level of Stimulation Theories）： 

個體對刺激產生原始動機的多寡，端視目前的刺激與適當程度的刺激所偏離的

質或量而定。亦即個體行為動機的強弱，來自個體的刺激狀況，當個體偏離的量比

較小，會產生快樂或驅近的行為；但當偏離的量較大時，則會產生痛苦、害怕和逃

避的感覺（Zuckerman，1979）。最早做這方面研究的是 Wundt，1893 年 Wundt 用自

省的方法分析壓力、溫度、口味和嗅覺等刺激間的關係，以及所產生的快樂或痛苦

的感覺，結果發現適當程度的刺激乃是一種量的關係，並且認為快樂的感覺只佔所

有刺激範圍中一個非常有限的部分，只有追求中度的刺激才能產生最佳的快樂情境

（楊蕢芬，民 76）。 



（2）最佳程度的激起理論（Optimal Level of Arousal Theories）： 

此乃「最佳程度的刺激理論」的延伸。許多心理學家用「激起水準」（arousal 

level）的說法來代替驅力與體內平衡。Hebb（1955）將這種理論來討論痛苦與害

怕，他認為大部分的感覺器官都有一種控制強度的刺激閥（limen），在這個點之下

的刺激，都可以順利完成—即快樂的感覺；若在這個點之上，就會對相同的刺激產

生逃避，若逃避不成，則會導致行為的困擾（Zuckerman，1979）。 

（3）刺激改變或激起力理論（Stimulus Change or Arousability Theories） 

Brain 於 1859 年提出，他認為「改變乃是必要的感覺，我們在無意中不斷有這

種念頭，而這種感覺的強度乃是和改變的程度成比例。」McClelland 比較不同刺

激強度給人的喜好感覺，結果發現中度的刺激比較會產生快樂的感覺，而和適當程

度有極大差距的刺激則會使人不快樂（Zuckerman，1979）。Leuba（1955）以刺激

偏離適應程度的觀點來界定增強，認為刺激或激起的增強度，乃是依據優勢水準而

定；刺激增強值的改變，是為了使有機體能回到一個更適當的水準（蘇素美，民

78）。 

二、刺激尋求動機的定義 

若將人類的動機分為「外在動機」（extrinsic motivation）與「內在動機」

（intrinsic motivation），刺激尋求動機乃屬於人類天生的內在動機。根據

Zuckerman（1979）對刺激尋求的定義，「刺激尋求（sensation seeking）乃是ㄧ

種特質（trait），它被界定為需要變化的（varied）、新奇的（novel）和複雜的

（complex）刺激及經驗，並且為了獲得這些經驗，自願去做身體的或社會的冒險。」

據此定義再將刺激尋求分述如下： 

（一） 刺激（sensation）： 

Zuckerman 使用 sensation 而不使用常見的 stimulation，乃是因為

stimulation 常被界定為外在的刺激，與此處所言之內在動機不同。一個大的刺激

可能因為感情、藥物或生理（例如跳傘、潛水或超過一般速度和移動的活動）的活



動而產生。對藝術、音樂、穿著的品味，及結交哪類型的朋友，亦須因本身刺激需

求量的大小以及社會刺激產生多少新奇的刺激和經驗而定。 

（二） 尋求（seeking）： 

尋求這個名詞主要是為了突顯這個特質的動態性。雖然環境可能會限制刺激尋

求活動者的活動方式，但是一個高刺激尋求者很少會因缺乏機會或受環境的限制而

停止尋求的行為。 

（三） 特質（trait）： 

刺激尋求乃是一種特質。所謂的特質，是指在很多的機會和情境中，傾向於用

某種特殊的方式去經驗有關的狀況和行為。刺激尋求主要的特徵之ㄧ，即是在情境

中，對於具有新奇和冒險的事物具有強力的、正向的感覺。 

（四） 變化、新奇和複雜的刺激與經驗： 

「變化、新奇和複雜」是用來描述刺激的性質。所謂變化（varied）是指有改

變的需求。一個高刺激尋求者，常會為了避免厭煩而改變常規。新奇（novel）則

被定義為在某些觀點上不同於先前的經驗。複雜（complex）則是有關刺激元素的

數目以及他們安排的方式。 

（五） 冒險（risk） 

冒險的定義為評估負向結果的可能性。高刺激尋求者會比低刺激尋求者有較多

的冒險傾向（黃瓊妙，民 89）。 

綜上所述，刺激尋求可說是ㄧ種人格特質或短暫的情緒狀態。對於個體而言，

刺激尋求是有個別差異的存在，每個人都在追求最適當的激起程度，亦即維持一個

中庸的狀態，因為在偏高或偏低的激起狀態下，個人是無法產生最佳的表現（蔡佳

容，民 80）。具有較高刺激尋求動機的人，喜歡追求富有冒險性與高度刺激的活動，

對於新鮮、奇妙與富有變化的事物較感興趣，也比較喜歡體驗變動不定的生活方

式，不喜歡受拘束或控制，對於平靜與穩定的生活較感不耐與厭煩，對於熟悉的事

物不具好感，在生活上常常想去從事不同的體驗與冒險，從追求變化與新奇之中獲



得感官或心理上的滿足。反之，刺激尋求動機較低之人，則喜歡安定、穩定、平靜

或熟悉的事物，會盡量避免冒險與刺激（張秀慧，民 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