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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藝活動之心流體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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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Csikszentmihalyi 提出提出一種透過活動的投入，達到一種渾然忘我、全神

貫注的心理狀態稱之為“心流體驗”。此體驗被認定是一種最佳且最優質的經

驗，並為生活帶來幸福愉悅的感受。而 Csikszentmihalyi 在 1975 年亦指出從事種

植栽培可以獲得一種井然有序的心流體驗。因此可知，園藝活動中可以產生心流

體驗，但在目前尚未有研究做一探討。故本研究希望可以探討從事園藝活動時所

產生之心流體驗感受。在研究中以台中惠文花市及大里國光花市之消費族群為調

查對象，並以心流狀態量表為本次之調查工具，一共回收 452 份有效問卷。調查

結果顯示，從事園藝活動時，所產生之心流體驗大多集中在中等程度之心流體驗，

且在心流體驗各狀態特徵中，以自成性經驗感受認知最為強烈。故此一結果有助

於人們更加了解從事園藝活動所產生之體驗感受，進而為園藝活動體驗提供另一

種思維模式。 
 
 

前   言 

社會科技日新月異，財富、地位以及權力被視為現今重要的生活目標。人們為了獲得

更好的生活，整日埋首於工作之中，人們逐漸在競爭中迷失了自我，失去了生活中所應有

的快樂與喜悅，取而代之的則是一連串的焦躁以及不安。因此，在現今生活中，從事休閒

遊 憩 活 動 已 被 視 為 在 忙 碌 的 工 作 之 後 ， 最 好 的 休 息 與 放 鬆 的 方 式 。 
在開始討論前，首先必須要了解何謂休閒與遊憩。「休閒」是指在自由的時間之下，

從事不具義務和責任的活動，並且藉由從事此活動來減少日常壓力衝擊的狀態(Caltabiano, 
1994；林美萍, 2003；張文龍, 2005)。並且在休閒的基本標準裡，休閒必須是獨立不受外 

 

1) 國立中興大學園藝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2) 國立中興大學園藝學系教授，通訊作者。 



 

 

 

-88- 
 
 

在影響的個人知覺且按照自己意志選擇的活動(Neulinger, 1981)。 

而遊憩(recreation)是指個人在無責任義務時間的負擔下，自由選擇其所欲從事之活

動，而獲得身心鬆弛、愉悅之內在滿足，藉以創造新的自己。因此，遊憩算是一種生心理

的體驗(涂淑芳, 1996；林美萍, 2003)。然而，因為利用休閒時間能產生令人有愉快與恢復

身心功能的活動可稱之為遊憩，所以遊憩也可以是屬於休閒的一種特定活動(張文龍, 
2005)。故綜合以上所述可以將遊憩活動視為休閒活動的一種，因此，本研究將休閒遊憩

活動定義為「在休閒時間自發性且可以滿足內在需求，達到恢復身心，以創造健全人格的

活動」。而近年來發現，大眾在選擇休閒遊憩活動時，多偏愛從事與自然相關之休閒遊憩

活動。 
Relf 在 1992 年指出園藝常被定義為種植果樹、蔬菜和花朵以及裝飾植物的學科及藝

術。且園藝產業對當代社會而言，除發揮實用的價值外，可進一步發揮休閒遊憩的功能，

以達到促進產業升級發展和改善國民健康等雙贏目的(俞玫妏, 2004)。因此，本研究希望

進一步探討從事園藝活動所產生之體驗感受。 
然園藝活動又包含哪些類型？Rappe 在 2005 年指出園藝活動包含有種植、澆水、繁

殖、移植、耙落葉、品嚐跟聞、採花以及收成等等。而 Söderback 等人在 2004 年則是認

為園藝活動包含計畫種植的作物、播種、管理和澆水、收成以及訊息的交流等等，並且還

可以藉由採用不同的種植活動來設計景觀、美化景觀。張建隆亦在 2006 年指出，園藝操

作就像是每天都可以有課表去操作農事作業(耕土、除草、澆水的工作)、可以依植物生長

的階段而有不同照顧方式、依適地適種栽培作物。並且由於園藝植物的多樣化，例如，色

澤、香氣、觸感及外型之變化等，導致在從事園藝活動時可以獲得各式各樣之感受。因此，

園藝活動種類豐富多元，富有變化，可依個人興趣選擇喜愛之活動類型，屬於老少咸宜之

休閒遊憩活動。 
另一方面，在休閒遊憩活動中，何種體驗會帶來幸福愉悅的感覺？此議題也在近年來

受到熱烈的討論。在 1975 年芝加哥大學心理管理學系教授 Csikszentmihalyi 進行創造力研

究時，發現一種心理狀態－“心流體驗(Flow Experience)”，是目前常被用來當成探討從

事休閒遊憩活動時所產生之體驗感受。且 Csikszentmihalyi 強調要達到心流體驗的狀態，

參與者本身的技巧與活動的挑戰性之間必須達到平衡，只有達到平衡時才能產生最大的掌

控感，使參與者沉浸其中，無視於其他事物的存在，進而帶來莫大的喜悅，所以導致人們

願意付出龐大的代價來獲得此種體驗。 
Marsh 和 Jackson 在 1999 年研究運動員的心流體驗中也發現在活動進行時，人會完全

涉入活動並且經歷一些正向經驗，其中包含到自我意識喪失、最大的過程享受、執行的目

標和知識的清晰、完全的集中、控制感以及執行中整體的協調感等的經驗。並且

Csikszentmihalyi 將心流體驗解釋為藉由控制自我精神的生活來達到幸福的過程。綜合以

上所述之心流體驗，可以發現心流體驗包含了九項特色，分別為(Jackson and Marsh, 
1996)：(一)技巧與挑戰的平衡(二)意識與活動相融合(三)全神貫注在活動上(四)明確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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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立即的回饋(六)控制感(七)自我意識的喪失(八)時間感的扭曲(九)自成性經驗。 
文獻中指出當涉入活動的強度不同，所產生之心流體驗也會有所不同，故可將不同活

動所產生之心流體驗分為「弱心流體驗 (Micro-Flow Experience)」及「深度心流體驗

(Deep-Flow Experience)」 (Csikszentmihalyi, 1975；Privette, 1983)。且在文獻中也發現從事

種植栽培可以獲得一種井然有序的心流體驗(Csikszentmihalyi, 1975)。但是目前尚未有文獻

探討園藝活動中之心流體驗，因此，本研究希望可以找出一種適合用於調查園藝活動中心

流體驗之工具。 
Novak和Hoffman在 1997年將測量心流體驗的方法歸納為自我陳述問卷法(Narrative/ 

Survey)、參與活動調查法(Active/ Survey)以及經驗取樣法( Experience Sample Mathod )等三

大方法(胡春嬌, 2003)。但由於在敘述事件問卷法中，因為是讓測者回顧過往之心流體驗

來填答問卷，有可能導致受測者遺漏了一些心流體驗的感受，因此在信度上沒有參與活動

調查法來的高，但是操作卻比較低廉且方便，且可以避免萬一受訪者在此次活動沒有經歷

到心流體驗時，所造成的誤差；而經驗取樣法雖然較為詳細且完整，但是因為它會不定時

打斷受測者的活動及體驗，因此有可能招致一些負面情緒，而導致實驗有誤差。基於上述

各種方法之優缺點分析，本研究採用自我陳述問卷法作為本次調查之方法。 
接著綜合相關文獻發現，心流體驗的調查方法有很多，但是由於本研究領域將針對為

休閒遊憩方面，因此將列舉曾在休閒領域期刊發表之量表來做探討，其分別為 Voelkl 與

Ellis 所發展之量表、以及心流狀態量表(Flow State Scale)(陳朝圳, 2006)。但由於 Voelkl 與
Ellis 所發展之量表主要是強調是在測量日常生活的心流體驗，並且其量表著重在活動中的

技巧與挑戰的平衡、測量當下的情緒狀態以及對自我的肯定(Voelkl and Ellis, 1998)；而心

流狀態量表則是用在測量運動或是其他體力性活動上的心流體驗，且其量表主要探究心流

體驗中各個特徵的狀態(Jackson and Marsh, 1996)。反觀本研究之目的為探究園藝活動中心

流體驗之強弱狀態以及在園藝活動中心流體驗各特徵狀態，因此，本研究採用心流狀態量

表為本次調查心流體驗之工具。 
綜合以上所述，在從事園藝活動時，參與者會產生心流體驗之感受，而此感受可以為

參與者帶來幸福喜悅的感受，並且為了獲得此種體驗願意再次去從事。因此，本研究試圖

探討在園藝活動中所產生之心流體驗感受，藉以明白大眾為何喜愛從事園藝活動，進而為

探討園藝活動體驗之領域提供另一種思維方向。  
 
 

材 料 及 方 法 

 

一、問卷設計 

本研究可將問卷之內容與架構分為三個主要的部分，分別為：「從事園藝活動之模

式」、「心流體驗」以及「個人社經背景」。 



 

 

 

-90- 
 
 

二、抽樣設計 

為了提高本研究調查之有效度，本研究採用立意抽樣法(purposive sampling)抽取樣

本。從台中市惠文花市以及大里市國光花市中搜尋受測者。 

 
 

結   果 

 

一、受測樣本描述性統計分析 
回收的問卷結果顯示，受測者對從事園藝活動的興趣為中上程度，並且從事活動頻率

以中等程度為最多，因此會去逛惠文花市或國光花市的民眾大多為園藝活動愛好者。此現

象與本研究假設會去逛花市者大多為園藝活動愛好者相符合，此調查結果也符合本研究調

查對象所需之條件。但大多數受測者其本身覺得園藝活動是一項挑戰性屬於中等偏低的休

閒活動，本身從事園藝活動之技能也大多屬於中等程度(表 1)。 
從調查數據中發現，從事園藝活動所產生的心流體驗狀態特徵以自成性經驗較為強

烈，其次分別是全神貫注、明確目標、控制感、自我意識喪失、時間感的扭曲、意識與活

動相融合、技巧與挑戰平衡及立即回饋(表 2)。 
在調查之有效問卷中，受測者為男性有 180 份(39.8%)，女性有 271 份(60%)。受測者

年紀大多集中在 21~50 歲共有 391 份問卷，且受測者教育程度大多為高中職(22.8%)、專

科(23%)以及大學(37.4%)程度。一半以上之受測者為已婚，且有小孩(52.7%)。職業類別則

較為分散，受測者以公司職員(20.4%)、公務員(10.6%)最多(表 3)。 
二、受測者之心流體驗強弱分布 

由文獻中可以得知，從事園藝活動雖然會產生心流體驗，但其產生之心流體驗有強弱

之分。故將受測樣本經由心流體驗中九大狀態特徵進行簇群分析，做一分類探討。因此，

本研究後續分析將以 450 份有效問卷分成三類做一探討： 
經由分析將受測樣本分為三群時發現，集群 1 所產生之心流體驗狀態特徵感受普遍偏

低，集群 2 感受為中等程度，而集群 3 則普遍偏高(表 4、圖 1)。故將集群 1 命名為弱心

流體驗者；集群 2 為中等心流體驗者；集群 3 則為深度心流體驗者。且經由單因子變異數

分析指出在三群中之心流體驗狀態特徵皆有顯著差異。 
在比較三群受測者時也發現到，其無論受測者的心流體驗感受程度為何，在其所產生之各

狀態特徵中皆以自成性經驗之感知最高，其次為全神貫注。但也發現在心流體驗感受程度

較低之受測者中，其以心流體驗－立即回饋之狀態感受最低；在深度心流體驗者中，其以

心流體驗－技巧與挑戰平衡之狀態感受最低(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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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受測者從事園藝活動之模式統計表 
Table 1. The model of respondents participating horticultural activities 

問項 程度 個數 有效百分比 

從事園藝活動之興趣 

非常沒興趣 4 0.9 

沒興趣 3 0.7 

普通 128 28.3 

有興趣 224 49.6 

非常有興趣 93 20.6 

園藝活動之挑戰性 

非常簡單 40 8.8 

簡單 173 38.3 

普通 203 44.9 

困難 33 7.3 

非常困難 3 0.7 

從事園藝活動之技巧 

非常不熟練 21 4.6 

不熟練 126 27.9 

普通 225 49.8 

熟練 69 15.3 

非常熟練 11 2.4 

從事園藝活動之頻率 

很少 28 6.3 

少 96 21.5 

普通 175 39.1 

頻繁 121 27.1 

很頻繁 27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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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受測者產生心流體驗時各狀態特徵統計表 
Table 2. Respondents go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low experience. 

狀態 平均數 標準差 

技巧與挑戰平衡 3.596 0.528 

意識與活動相融合 3.670 0.588 

全神貫注 3.857 0.550 

明確目標 3.805 0.539 

立即回饋 3.558 0.588 

控制感 3.756 0.514 

自我意識喪失 3.687 0.738 

時間感的扭曲 3.671 0.583 

自成性經驗 4.055 0.523 

 
 
 

討   論 

經由結果顯示，可將受測樣本分成三群，分別為弱心流體驗、中等心流體驗以及深度

心流體驗，各群對心流體驗狀態之感受皆有明顯不同，且其中又以中等心流體驗的人數最

多。故可知在園藝活動愛好者從事園藝活動時，其所產生之心流體驗感受多偏向中等程度

之心流體驗。 
而經本研究證實發現在園藝活動中，產生之心流體驗特徵狀態以自成性經驗的感受較

為強烈，其次分別是全神貫注、明確目標、控制感、自我意識喪失、時間感的扭曲、意識

與活動相融合、技巧與挑戰平衡及立即回饋。接著，將三群受測樣本分開來探討時發現其

也以自成性經驗之感受最高，其次為全神貫。此二結果皆顯示出當從事園藝活動時，心流

體驗的出現使參與者對個體獲得自我能力的延伸、感受到愉悅幸福以及有助從整自我，減

緩精神能趨疲等感知非常強烈，並且無論其所產生之心流體驗感受強弱為何，都必須很專

注的從事園藝活動才能感受到心流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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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受測者社經背景統計 
Table 3. Profile of respondents. 

類別 選項 個數 有效百分比 

性別 
男 180 39.9 
女 271 60.1 

年紀 

20 歲以下 24 5.3 
21~30 歲 120 26.6 
31~40 歲 170 37.6 
41~50 歲 101 22.3 
51~60 歲 30 6.7 

61 歲(含)以上 7 1.5 

教育程度 

國小 5 1.1 
國中 13 2.9 
高中職 103 22.8 
專科 104 23.0 
大學 169 37.4 

研究所(含)以上 58 12.8 
婚姻 未婚 171 38.2 

已婚無小孩 40 8.9 
已婚有小孩 236 52.7 

其他 1 0.2 

職業 

學生 59 13.1 
公務員 48 10.6 

農林漁牧 5 1.1 
經商 40 8.9 

公司職員 92 20.4 
勞動業 13 2.9 
自由業 52 11.5 
服務業 51 11.3 
家管 48 10.6 

退休人員 7 1.6 
其他 36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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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三群受測者之簇群分析表 
Table 4. Three groups of respondents in cluster analysis. 

變項 
心流體驗各狀態特徵 

集群 
F 檢定 

1 2 3 

技巧與挑戰平衡 3.17 3.70 4.23 134.860*** 
意識與活動相融合 3.23 3.75 4.42 131.457*** 

全神貫注 3.38 3.94 4.66 219.612*** 
明確目標 3.32 3.89 4.57 217.404*** 
立即回饋 3.05 3.65 4.37 187.807*** 
控制感 3.33 3.81 4.58 239.308*** 

自我意識喪失 3.22 3.78 4.54 97.452*** 
時間感的扭曲 3.29 3.67 4.46 110.340*** 
自成性經驗 3.60 4.12 4.82 205.367*** 

個數 126 234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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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三群樣本之心流體驗各狀態特徵平均值折線圖 

Fig. 1. The mean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low experience in three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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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感受最低的特徵中發現，心流體驗感受較低者其立即回饋感受較低，而心流體

驗感受較高者其技巧與挑戰平衡之感受較低。其可能原因為心流體驗感受較低者，其本身

的技巧能力較差，雖然在從事活動時，兩者相平衡，但可能還是不夠熟練，進而導致在感

受活動成果時較其他特徵低一些。而心流體驗感受較高者，可能本身對從事活動的能力有

一定的自信，所以反而在從事活動時，對於技巧與活動的挑戰性是否相符反而不在意，進

而導致對技巧與挑戰相平衡的感受偏低。 
綜合上述，園藝活動愛好者在從事園藝活動時，所產生之心流體驗強度為中等，其主

要因素可能是因為園藝活動大多為長時間從事，因此在從事活動時容易被中斷，參與者再

涉入活動的部分無法很深入，但以常態分布的觀點來看，此結果之分布為一合理分布。且

由研究結果及文獻所述可知參與者會願意一再從事園藝活動是希望一再獲得心流體驗。並

由於園藝活動中所產生之心流體驗各狀態特徵中，以自成性經驗感最為強烈，故希望藉由

從事園藝活動，達到培養第二專長或增加生活品質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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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Csikszentmihalyi proposed “Flow Experience” , which was through involving in activities 
to achieve a devoted and concentrated state of mind. This kind of experience was considered the 
optimum experience, and could bring the feeling of happiness into life. And then, 
Csikszentmihalyi found people could get flow experience when participating horticultural 
activities. Therefore, people could get flow experience when participating horticultural activities. 
But, there was no study about flow experience in horticultural activities at present. The study 
attempted to promote the feeling of flow experience when participating horticultural activities. 
This study used Flow State Scale and gathered 452 valid samples from customers of Hui-Wen 
flower market in Taichung and Kuo-Kwang flower market in Dali. The results showed people 
get middle flow experience when participating horticultural activities. Furthermore, people feel 
the most strongly characteristics of flow experience was “autotelic experience”. Therefore, the 
result could help people know what feeling was participating horticultural activities, in order to 
provide a new aspect for the experience of horticultural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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