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向心理學與運動心理學  123 

 

正向心理學與運動心理學的相逢  
 

陳龍弘 1、張文馨 2、張硯評 3 
1 國立體育大學休閒產業經營學系、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 

3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 

摘 要 

緒論：隨著 2000 年正向心理學運動的興起，關懷人類如何過的更美好漸漸成為潮流，

此一新思潮，適時補足運動員在追求更快、更高、更強之外，另一個不可或缺的要素便是

更健康。因此，本文旨在探討正向心理學的範疇為何，及此思潮對於運動心理學的影響。

方法：本研究整理 2000 年之後迄 2014 年 8 月國際期刊出版之正向心理學專題，並簡介正

向心理學的專業期刊及國際研討會。此外，本文也歸納已知的正向心理學概念或理論並以

其為索引，調查這些概念在國際運動心理學期刊以及國內博士論文出現的情形。結果：本

文共搜尋到 24 本國際期刊曾經出版正向心理學專題研究，總計有 234 篇論文，討論自我決

定、自我效能、自尊等 22 個正向概念。另外，國際間已有兩本正向心理學的專門期刊及兩

個固定舉辦的大型國際正向心理學研討會。最後，結果發現正向心理學討論的相關概念，

在運動心理學國際期刊以及國內博士論文皆相對較少被討論。結論：運動心理學雖然略有

受到正向心理學影響的跡象，但由於仍有許多概念未被完整探討，說明正向心理學在運動

領域應該還有更多的發展空間，讓此領域能更重視運動員的身心健康，幫助運動員通往卓

越的道路。 

  關鍵詞：幸福感、享樂主義論、理性幸福主義論、壓力 

 

壹、緒 論 

奧林匹克格言揭示了運動員終其一生追求

的目標，那就是更快、更高、更強  (faster, higher, 

stronger)，在這樣的氛圍底下，幾乎所有運動科

學上的準備，都是為了協助運動員達到顛峰極

致的狀態來獲取勝利，例如更強效的營養補充

劑、更精準的動作分析以及更專屬個人化的心

智訓練課程。這種追求卓越的立場與作法雖然

可以獲致效用，但在本文當中，作者們要從正

向心理學  (positive psychology) 的視野對奧林

匹克格言提出一個可能的補充要素，那就是不

論身心上都【更健康】。  

我們熟知由於運動員長期處在高壓力、高

強度生理訓練與激烈的競賽狀態下，如果身心

理準備不足，往往容易衍生出許多不良的身心

徵狀，例如倦怠  (Eklund & Cresswell, 2007; 

Goodger, Gorely, Lavallee, & Harwood, 2007)、

飲食失調  (Haase, Prapavessis, & Owens,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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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競賽焦慮  (Grossbard, Cumming, Standage, 

Smith, & Smoll, 2007; Koivula, Hassmen, & 

Fallby, 2002) 等等。雖然過去已有不少運動心

理學研究讓我們知道，運動員有哪些易受傷因

素  (Vulnerable factors) 導致他們產生這些不良

身心反應，例如完美主義人格  (Chen, Kee, Chen, 

& Tsai, 2008)、害怕失敗 (Conroy, 2001) 或是強

調逃避取向的教練指導行為  (Conroy, Kaye, & 

Coatsworth, 2006) 等等。  

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方法大都僅是消極

與被動的在抵禦負面身心症狀的發生，而非主

動積極的去創造個體最佳心理功能  (optimal 

psychological function)。有鑒於此，美國心理學

會主席 Martin Seligman 於兩千年時主張，我們

對於人類的軟弱瞭解的已經相對透徹，但對於

如何強化人類主動向上積極的部分確還是有待

加強。這種由消極預防走向積極促進的巨大觀

念轉變，正是正向心理學思潮的濫觴  (Seligman 

& Csikszentmihalyi, 2000)，同時也對日後的心

理學研究產生本質上的影響。這種強調主動積

極提升個體心理狀態的作法，正契合本文主張

運動員應該在更健康的狀態下追求更快、更

高、更強的呼籲。因為只有在身心皆處在最佳

狀態下，運動員方有可能達到極致表現，而所

付出的努力才有可以獲得回報  (Chen, 2013; 

Chen & Wu, 2014; Gagné & Blanchard, 2007)。  

具體而言，本文將分成幾個部分回顧正向

心理學對體育研究者帶來的影響與啟示。本文

將先引介正向心理學的起源為何、範疇以及現

階段的發展狀況；在正向心理學興起之後，對

運動心理學研究是否帶來一定程度的影響？在

綜整與回應以上所提出問題之後，本文也將提

出一些可能的展望與方向，這一系列的問題將

依序於文後一一加以分析與討論。 

貳、正向心理學思潮的緣起 

千禧年一月，時任美國心理學會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PA) 主 席 的

Seligman 協同 Csikszentmihalyi 編輯了當期美國

心理學家  (American Psychologist) 特刊，網羅

15 篇有關正向心理學論文。自此，正向心理學

一詞正式登上當代心理學的舞臺。兩位學者在

其編輯引言中，開宗明義表示正向心理學是「以

增進生活品質、防範生命困頓或失去意義之傷

害為目標，對正向主觀經驗、正向個人特質、

與正向團體組織進行的科學研究  (Seligman & 

Csikszentmihalyi, 2000)」。乍聽之下，這樣的研

究取向其實了無新意。哪種心理學不是以增進

生活品質為目標？又有甚麼樣的心理學家不想

改善人們的生活困頓？要回答這些問題，或著

說回答正向心理學的重要性， Seligman 與

Csikszentmihalyi 認為我們必須回到 20 世紀的

心理學脈絡。 
早在美國心理學之父 William James 提出健

康的心靈狀態  (healthy mindedness) 之時，我們

就已能夠瞥見正向心理學的身影。甚者，古希

臘賢人亞里斯多德對個人美德的研究、19 世紀

英國哲學家 Mill 對快樂 (pleasure) 的分析，其

實也都顯示我們對人類心理性存在的探究，從

頭開始就是與正向提升緊緊相扣。然而接下來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發生，不僅改變了世界的政

經版圖，也使剛起步不久的現代心理學轉了個

大彎。納粹德國在戰爭中的種種暴行，令心理

學家好奇究竟是甚麼樣的原因，能夠使得向來

實事求是、重視美學與文化的德國人變得如此

殘酷？又究竟我們每個人的靈魂之中，還隱藏

了多少不為人知的醜陋與邪惡？這樣的好奇與

社會動力，催生了 20 世紀最重要且經典的心理

學成就，如：Zimbardo 的監獄實驗  (Haney & 

Zimbardo, 1998)、以及 Milgram 一系列的服從研

究  (Milgram, 1963)。除此之外，戰爭在士兵心

中留下的傷痕，迫使作為戰後強權的美國開始

重視心理疾患及創傷，並成立了退伍軍人事務

處  ( 原 名 Veterans Administration ， 後 改 為

Veterans Affairs) 以及國家心理健康研究院  

(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各式國家

級研究預算隨之出現，心理學的大環境也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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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向關注受創心靈的重建。  

從好的方面來看，我們對心理疾患的了解

早已超越宗教神怪，並能提供患者雖稱不上完

美、卻還是有相當效用的治療。另外我們也開

始認知到，許多時候邪惡不應被個體化，而此

理解又進一步推動社會學、犯罪學等的改變。

然而，從壞的方面來說，我們依然只知道如何

修正少數人的偏差行為、心理不適、或是少數

不良的社會情境，而不知道多數的、一般的人

生，要如何能夠變得讓人渴望、更加「值得」。

有鑑於此，Seligman 與 Csikszentmihalyi 在我們

邁入新世紀的同時，號召多位大家，分別從正

向經驗、正向性格、與正向社會情境切入，討

論正向心理學如何能讓我們的生命變得更相豐

富 而 美 好 。 如 前 所 述 ， Seligman 與

Csikszentmihalyi 的願景與行動也確實為當代心

理學注入新動力，並產生後繼學者所稱之正向

心理學運動 (movement)。而正向心理學也在此

發展過程中，被進一步被澄清為「對促進個人、

團體、及社會組織之成長  (flourishing) 或最佳

運作  (optimal functioning) 的環境與過程所進

行的研究」(Gable & Haidt, 2005)。 

參、正向心理學的研究範疇 

一、享樂主義論 

正向心理學關懷的核心不僅是讓人們過著

無病無痛的日子，而是如何讓人活出幸福美滿

的生活  (Sheldon & King, 2001)，而這樣的關懷

也轉化為許多實證的研究或是理論的論證。根

據這樣的精神與概念，研究者觀察到過去正向

心理學文獻的核心議題也確實環繞在研究所謂

的幸福生活到底長的怎樣？又，一個幸福的人

是否跟別人有所不同？以及甚麼因素讓人感到

幸福？這些問題筆者認為就是在回答幸福的前

因、後果與本質等問題。  

從實證主義的角度，所謂幸福美滿的生活

必須要能夠可以明確的定義以及測量，如此一

來我們才能立於相同基準點進行對談。然而，

到目前為止在正向心理學領域當中，對於所謂

的幸福  (well-being) 的本質並沒有一個絕對的

共識，導致在概念性定義以及操作性定義上有

著一定程度的紛歧  (Deci & Ryan, 2008)。但隨

著近年來諸多學者相互的辯論  (Fave & Marta, 

2009; Keyes & Annas, 2009; Ryan & Huta, 2009; 

Waterman, Schwartz, & Conti, 2008; Waterman, 

2008)，對於所謂幸福的理解逐漸的匯聚在兩個

主流概念底下，分別是享樂主義論  (hedonism) 

以及理性幸福主義論  (eudaimonism)。享樂主義

主張人類是一種趨樂避苦的生物，享受並滿足

於當下感官的美好刺激，例如品嘗到一份美食

的當下感到開心滿足  (Keyes & Annas, 2009)。 

由於享樂主義重視主觀經驗所能察覺到的

感官刺激跟情緒狀態的變化，後續研究者普遍

將個體擁有高生活滿意度  (life satisfaction) 與

正向情緒但較少的負向情緒，視作是享樂主義

論的主要概念型定義，學界也特別以快樂 

(happiness) 稱之，這種界定在正向心理學研究

當中，基本上也已經獲得普遍的共識  (Busseri 

& Sadava, 2011)。落實到實際的操作層次去測量

個體的快樂程度時，一般做法是將生活滿意度

加上正向情緒，然後再減掉負向情緒  (生活滿意

度+正向情緒--負向情緒) 用以形成一個組合分

數的指標  (Proctor, Linley, & Maltby, 2009a, 

2009b)，一般學界將此一指標特稱為主觀幸福感 

(subjective well-being)。值得注意的是 Busseri 

與  Sadava (2011) 曾經回顧過去研究後批判，

這種將兩個正向指標相加在減去負向指標，在

做法上的適切性，因為邏輯上唯有將具備完全

一樣質與量的物件  (概念) 相加減才有意義。更

清楚的說，用橘子減去蘋果，所得到的究竟是

甚麼？是橘子還是蘋果？還是都不是?？還是

兩者都是？這一個邏輯思辯上的問題，有興趣

的讀者可以參閱本文引用文獻瞭解來龍去脈，

進一步在實證上的建議方案也可以參照Busseri 

(in press) 的最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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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性幸福主義論 

但是，一些研究者開始不認同享樂主義所

提出的觀點，難道人就只知道及時行樂、滿足

於感官上的刺激？他們認為所謂是幸福來自於

一些更深層、內在的部分。學者引用希臘古哲

學家亞里斯多德的名諺：認識你自己  (know 

thyself) 做為理性幸福論的基石之一  (Ryff & 

Singer, 2008)。而為了要達到認識你自己，人其

實終其一生都在不斷努力的找出自己的天份才

能，並竭盡所能的加以發揮它。也因此從亞里

斯多德的觀點而言，幸福的人生是過程導向的 

(process-oriented)，所以人最偉大之處也就是因

為透過不斷的自我成長，而最終有機會找出自

己的真實本質  (true nature)。簡而言之，理性幸

福論者並不關切主觀的情緒或是感官狀態，而

是強調於自我實現  (self-realization)；發揮個人

天賦才能並強調用實際行動加以實踐  (Keyes, 

Shmotkin, & Ryff, 2002; Waterman et al., 2008; 

Waterman., 2008)。因此，對理性幸福論者而言，

幸福不是因為到達了某個終點而感受到歡愉，

幸福是寓居於整個生命中的每一個過程、細節

當中。就如同登山攀爬百岳，有的登山客視攻

頂為唯一目標，並享受於攻頂之樂，但卻不經

意的忽略了沿途的蟲鳴鳥叫、鬱鬱葱葱。這種

對幸福極富禪意的說法，在學界一般稱為心理

幸福感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不過也由於理性幸福論的概念廣泛，也增

加了在實證研究上測量的難度。相對較具代表

性的測量工具應屬Ryff (1989) 所發展六向度心

理幸福感量表最廣為被使用，這個測量工具包

含 了 六 大 向 度 分 別 是 ： 自 我 接 納  

(self-acceptance)、與他人的正向關係  (positive 

relations with others)、自主性  (autonomy)、精

熟 環 境  (environmental mastery) 、 人 生 目 的 

(purpose in life) 以 及 個 人 成 長  (personal 

growth)，而這當中又以生命目的和個人成長是

整個概念的核心  (Ryff & Singer, 2008)。但Ryff 

(1989) 的測量在近年來也受到了一些心理計量

上質疑跟挑戰，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自行參閱這

一系列的批判與回應文  (Ryff & Singer, 2006; 

Springer & Hauser, 2006; Springer, Hauser, & 

Freese, 2006)。  

三、幸福、成功與健康 

雖然不論快樂或是幸福，在本質上都還有

一些討論的空間，但都必須面對一個嚴厲的挑

戰，就是快樂或是幸福會不會僅是一種虛幻的

自我感受，對於人存活於世並沒有幫助？其實

也 不 過 就 是 文 獻 上 所 說 的 正 向 認 知 偏 誤 

(positive cognitive bias) 而已。若是如此，則將

從根本顛覆正向心理學研究的重要性。為了回

應這樣的挑戰、質疑，Lyubomirsky, King, 與

Diener (2005) 提出了一個基本假設，認為享樂

主義論當中的兩個重要指標，生活滿意度或是

正 向 情 緒 與 成 功 之 間 具 有 因 果 關 係 ，

Lyubomirsky 等  (2005) 隨後便進行了大規模的

統合分析  (mata-analysis) 來檢驗假設，她們收

集了 225 篇論文涵蓋了橫斷、縱貫以及實驗等

多類型的研究方法，共 293 個獨立樣本數總計

275,000 位受試者在這篇大型的統合分析當

中。而研究結果也支持了生活滿意度或是正向

情緒都與成功指標具有穩定的低到中度的關聯

強度，也就是說越快樂的人則越可能在生活各

面向當中達到成功，而這個結果也適切的回應

學界對正向心理學提出的挑戰。但必須注意的

是，在 Lyubomirsky 等  (2005) 的研究當中將成

功廣義的界定為社會所贊同或是期許的行為，

例如有效的解決人際衝突、從是志工服務等，

當然也含括了通俗所認定的成功，例如薪資、

主管評比的工作表現等。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

閱 該 文 表 一 ， 就 可 以 更 清 楚 的 了 解 到

Lyubomirsky 等  (2005) 所歸納出的指標為何。  

更 進 一 步 地 ， Howell, Kermn, 與

Lyubomirsky (2007) 則又在過去自己的基礎之

上，又特別針對生活滿意度以及正向情緒對客

觀健康指標的影響進行統合分析，她們將生活

滿意度以及正向情緒合併簡稱為主觀幸福感。

在最終 150 篇被納入分析的研究裡，穩定的指

出主觀幸福感與健康指標有低度的顯著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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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這些健康指標包括了免疫能力、心肺功能、

存活率以及呼吸系統功能等等。除此之外，理

性幸福論的研究者也同樣提出了強而有力的生

物標誌  (biomarker) 支持理性幸福感對個體的

重要性。如 Ryff 等  (2006) 的研究發現，六向

度幸福感測量當中的與他人的正向關係和腦內

啡  (epinephrine) 成正向顯著關聯而與引起憂

鬱 、 焦 慮 等 的 化 學 物 質 醣 化 血 紅 蛋 白  

(glycosylated hemoglobin) 為顯著負相關。又或

者是研究發現與他人的正向關係與女性老人血

液中的發炎物質白細胞介素 -6 (interleukin-6, 

IL-6) 為顯著負相關，而生命目的則與可溶性白

細胞介素受體  (soluble IL-6 receptor) 濃度成顯

著反比  (Friedman, Hayney, Love, Singer, & Ryff, 

2007)。上述兩個生物標誌之所以重要的原因在

於它們與老化相關的疾病息息相關，例如阿茲

海默症、骨質疏鬆症以及癌症。  

綜合上述，這一系列的研究驗證了個體知覺

到的幸福感受不是一種虛幻的感受，而是在生理

層次上產生根本的強化。這些研究結果對於運動

相關的研究或是實務工作者可能都有著重要的

啟示，原因是過去運動科學介入 (包含運動心理

學 ) 的目標都是強化運動表現以獲取最佳名

次，但不可諱言的在訓練的過程中，有時候為了

要將運動員的身心逼到極限，會採用高強度且長

時間的訓練手段，而學者指出若是運動員調適不

良，則可能導致嚴重的負面影響 (Coakley, 1992; 

Raedeke, 1997)，如此一來非但沒有收到訓練成

效，反而可能折損了優秀運動員。而正如同本文

一開始的主張認為在更快、更高、更強的準則

外，應該還要試圖讓運動員更健康，而從筆者的

回顧可以發現，更健康的法門或許就在於讓運動

員能夠有較高的幸福感受，而這也可能成為運動

員邁向成功巔峰的底蘊。 

 

 

 

 

肆、正向心理學的開展 

一、期刊專題分析 

如同前文提到正向心理學的開展是由於

Seligman 教授於擔任 APA 主席時所提倡，並在

當年度的美國心理學家出版特別專刊，所以引

起了學界後續一系列的關注與討論。隨後也引

起許多其他心理學領域期刊的效法，紛紛出版

專刊來引介正向心理學的概念或是理論到各自

的領域當中。因此，筆者試圖系統性歸納出從

千禧年之後各期刊所發表的專題，提供讀者一

些新研究方向。其次，也因為專研正向心理學

的研究社群已經慢慢成形，目前已有兩本專門

的正向心理學已經問世，並進入世界頂尖排名

之列，筆者也將運用一些篇幅加以介紹這兩本

期刊。最後，將介紹兩個目前學界最具代表性

的正向心理學的國際組織以及它們固定辦理的

研討會，俾使有興趣的國內學者能夠在未來積

極參與。因此，筆者將從期刊專題、專業期刊

以及國際研討會三個面向來討論正向心理學如

何深刻的影響整個學術界的發展。 

作者們從幾個管到試圖找出 2000 年之後迄

今 (2014 年 8 月) 有哪些期刊出版過正向心理學

專題，獲得資訊管道包含以下：(一) 從已知的千

禧年美國心理學家專刊做為起源，利用 Web of 

Science 追蹤其被引用情況、(二) 透過 Google 學

術搜尋、(三) 詢問相關領域學者並提供資訊。在

經過以上的方式搜尋之後，筆者共發現 24 份正

向心理學專題總計 234 篇論文 (表 1)，經過初步

的整理筆者認為這些論文討論的範圍大致上可

以歸納為三類分別是：正向概念 (理論)、幸福感

本質的討論以及相關理論模型。由於本文篇幅有

限，所以筆者僅會對促進幸福感的概念詳加介

紹。從表 1 可以觀察到 2000 以及 2001 出版的

American Psychologist 無可懷疑的是正向心理學

的濫觴，而隨後這十五年當中，可以發現正向心

理學在不論在臨床、諮商、青少年心理學領域都

得到了許多重視跟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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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正向心理學專題列表 

領域 年代 期刊名 篇數

跨領域心理學 2000 American Psychologist 15

 2001 American Psychologist 5 

 2001 Journal of Humanistic Psychology 7 

 2003 Psychological Inquiry 3 

 2005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8 

 2008 Theory & Psychology 8 

臨床心理學 2002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6 

 2006 Journal of Cognitive Psychotherapy 11

 2008 Journal of Psychotherapy Integration 8 

 2010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7 

諮商心理學 2003 School Psychology Quarterly 9 

 2004 Psychology in the School 16

 2011 Counseling Psychologist 7 

發展心理學 2010 Journal of Adult Development 6 

青少年心理學 2003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7 

 2014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11

復健心理學 2013 
Rehabilitation Research, Policy, and 

Education 
8 

工商心理學 2005 Organization Behavior Management 14

 2008 Applied Psychology 12

 2012 Journal of Corporate Citizenship 10

 2014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8 

行為與社會科學 2004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6 

 2004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B-Biological Sciences
12

 2004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12

 

為更進一步讓讀者了解在這些專題當中有

哪些概念被提及，表二進一步整理了這 24 份專

題當中這些概念的出現頻率，而這當中正向情

緒、希望、美德、倫理觀、認同跟樂觀在這些

專題中算是相對受到注目的。仔細探究便可知

道這些正向的概念應用廣泛，例如臨床心理學

研究者試圖在認知情緒治療策略中加入樂觀  

(optimism) 這個正向元素來治療精神病患者  

(psychotic patient) (Riskind, 2006)；發展心理學

者關心智慧  (wisdom) 在生涯發展中可能扮演

的角色  (Webster, 2010)；復健心理學者從希望

(hope)的視角瞭解脊髓損傷患者的生活滿意度  

(Chan, Chan, Ditchman, Phillips, & Chou, 

2013)；諮商心理學者則從自主性  (autonomy) 

檢討身心障礙學子所面臨到的困境  (Clark, 

Olympia, Jensen, Heathfield, & Jenson, 2004)。顯

見正向心理學當中所討論的概念，已經逐漸的

被不同領域的接受並加以運用，千禧年之後

APA 所推廣的正向心理學，似乎慢慢的在不同

領域中扎根與發芽。  

表 2  

正向概念出現頻率列表 
概念名稱 頻率 概念名稱 頻率 概念名稱 頻率

正向情緒 (positive 
affect) 

7 熱情 (passion) 1 價值觀 (values) 1 

希望 (hope) 5 流暢 (flow) 1 同情心 (compassion) 1 

美德 (virtues) 5 自尊 (self-esteem) 1 自我效能 
(self-efficacy) 

2 

倫理觀 (ethics) 5 自我概念 (self-concept) 1 智能 (intelligent) 1 

認同 (Identity) 4 自我價值 (Self-worth) 1 創造力 (creativity) 1 

樂觀 (optimism) 5 同理心 (empathy) 1 天賦 (giftedness) 1 

智慧 (wisdom) 3 責任心 (Conscientiousness) 1 負責任 
(responsible behavior) 

1 

自我決定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2 社會趨近與逃避動機 
(social approach and 
avoidance motivation) 

1 情緒勝任能力 
(emotional competence)

1 

感恩 (gratitude) 1 復原力 (resilience) 1 正念 (mindfulness) 1 

因應 (coping) 1 士氣 (morale) 1 寬恕 (forgiveness) 1 

勤奮不懈 
(Supererogation) 

1 自我關愛 (self-warmth) 1   

註 1： 理論或概念的呈現係作者群根據 234 篇文獻進行討論與整理之後而

來，故可能與讀者自行閱讀後的認定有些許落差。 

註 2： 部份名詞在翻譯過後在字義上可能與原意有所落差，建議讀者可以自

行參閱原文。 

 

囿於本文篇幅限制，無法一一窮盡這些正向

的概念。但筆者仍精心選取一個目前在心理學以

及運動心理學領域中都逐漸受到重視的概念--感

恩 (gratitude)，進行比較詳盡的介紹。感恩研究

肇始於 McCullough 及其同僚 (2001) 一連串的

研究，於此之後開始蓬勃開始。他們將感恩界定

為：『因為他人的良心善意使得自己獲益時，個

體可以辨識感激之情，並能對施恩者適當的加以

回應』 (McCullough, Emmons, & Tsang, 2002; 

McCullough et al., 2001)。後續研究者大都普遍接

受此定義，認為感恩描繪的是一種受人恩惠之後

所產生的正向情緒特質  (dispositional trait) 或

狀態 (state)，但感恩亦同時具有動機或認知等成

分在內，例如 Wood, Froh, 與 Geraghty (2010) 則

是進一步的擴展了感恩的界定，他們認為感恩是

『一種注意與感謝生命中良善事物的生活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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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Cullough 及其同僚曾清楚探討感恩者的

特徵與內涵 (McCullough et al., 2001)，並提出

感恩具備三種道德性功能  (moral function)，分

別是道德偵測  (moral barometer)、道德動機 

(moral motive) 以 及 道 德 增 強  (moral 

reinforce)。以道德偵測的解釋而言，他們將感

恩比喻為溫度計，通常用來偵測人際互動中微

妙的改變，例如評斷他人的幫助是否出自良心

善意，又或是協助他人僅是出於施恩者不得不

做的角色義務  (Wood, Maltby, Stewart, Linley, 

& Joseph, 2008)。道德動機則強調感恩具有驅使

個體在受惠之後表現出回報行為，當個體受他

人的幫助而產生感恩時，個體將適切的表達感

激之意，並設法加以回報施恩者，甚至將所受

的恩惠擴及至無關的第三者，意即利社會行為

不受限於施恩者與受惠者之間，可能以網絡的

方式傳遞  (Chang, Lin, & Chen, 2012)。最後，

在道德增強的部分則強調，若受惠者對施恩者

表達出由衷的感激之意，即便是簡單的一句感

謝，對施恩者而言都是一種正面的增強訊息，

增強了施恩者在未來再次提供幫助的機率。  

近代研究大都一致的指出感恩者有著較高

的幸福感 (Wood et al., 2010)，原因是感恩者在

受助的過程中更能夠覺察到自己是被支持被珍

視的，同時他們也有一種能將生命中所有微小的

人事物皆視作恩賜的世界觀 (McCullough et al., 

2002)，而在最近運動心理學研究當中，也以經

有一些穩定的證據顯示感恩同樣對於運動員有

著類似的助益，例如越是感恩的運動員其倦怠感

越低、自尊、知覺社會支持、生活滿意度以及團

隊滿意度越高  (Chen, 2013; Chen & Chang, in 

press; Chen & Kee, 2008; Chen & Wu, 2014)。 

但筆者相信，McCullough 及其同僚提出的

感恩特徵與內涵，對競技運動有著更深刻的意

義。或可想像，一個感恩的運動員獲得成就表

現時，他們更能夠感念到自己之所以成功並非

一人之力，而是奠基於諸多他人直接或是間接

的協助之下而完成，進而塑造了運動員不以自

我為中心的思維與態度。更進一步的，我們似

乎可以預期一個感恩的運動員，在他受到諸多

幫助與恩惠之後，也更可能有相同的利社會行

為出現，正如在運動團隊中常見到前輩提攜後

進，或者在報章雜誌常見到運動員自發性的公

益回饋等等。因此，不論對於個人或是社會，

感恩都帶來了難以估計的益處，使得感恩這個

構念在競技運動中蘊含了高度的研究價值。  

雖然筆者無法在本文當中，鉅細靡遺介紹

每一個專題的內容為何，但讀者如能按圖索驥

想必也能事半功倍的進入正向心理學的研究領

域。當然，在這些專題當中除了正向概念的提

出，也有許多論文是聚焦在幸福感本質與討論

理論模式的應用。就幸福感的本質而言，因前

文已經花費許多篇幅論述，讀者如能參閱本文

所引用之文獻，相信就能獲得完整面貌，故在

此便不再多加介紹。至於理論模式這部分則可

以略分為既有理論，或是學者提出全新的理論

模式。前者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自我決定理論  

(self-determination; Ryan & Deci, 2000)，而後者

或可以正向情緒的擴建理論  (broad and build 

theory of positive emotions; Fredrickson, 2001) 

為例。由於這些理論豐厚且淵遠流長，須另行

專文介紹方能一窺究竟。但對自我決定理論有

興趣的讀者，可以參閱以下專書或文獻例如：

Deci 與 Ryan (2004)、Hagger 與 Chatzisarantis 

(2007)、Deci 與 Ryan (2008)、Ryan, Huta, 與

Deci (2008)；而對正向情緒的擴建理論有興趣的

讀者則可以參閱Fredrickson (2013) 等大型文獻

回顧，相信對於這些精闢的理論會有更深一層

的收穫與認識。  

二、正向心理學專業期刊的發行 

由於正向心理學研究日益蓬勃，相關的研究

論文質量皆已達到支撐專業期刊的發行，而當中

最具代表性的國際期刊應屬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JOHS) 以 及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JOPP) 莫屬。JOHS 是國際生活品質

學會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Quality-of-Life 

Studies) 發行的正式刊物，該刊自 2000 開始發

行迄今已 14 年，原初每年發行四期，於 2009 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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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改為一年六期，每期刊登約十篇文章。另根據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JCR) 於 2014 年公布的

數據顯示該期刊影響係數  (impact factor) 為

1.772，在社會科學 (social science) 類目下的 92

本期刊當中排名第八，由於筆者擔任過此期刊的

審查委員，由主編信當中得知 JOHS 平均接受率

約僅在 20% 左右。JOHS 歡迎不同領域專長的投

稿，例如哲學、心理學、社會學或是經濟學觀點

的文章，同時不論實證、回顧或是理論建構型的

論文，JOHS 只要是聚焦在生活品質、生活滿意

度或是情緒的議題上就可。JOHS 也對特定生活

面向中的幸福感議題感到興趣，例如殘障老人的

工作滿意度 (Pagán, 2013) 或是家庭成員對時間

分配的滿意度 (Le & Miller, 2013)等。當然 JOHS

也曾多次刊載過休閒活動與幸福感相關議題的

文稿，例如臺灣學者 Lu 與 Hu (2005) 的論文便

是一例。 

JOPP 則是 Taylor & Francis 出版社所發行

的期刊，該刊自 2006 開始發行迄今已進入第九

個年頭，原初每年發行四期，於 2009 同樣開始

改為一年六期，每期刊登約八篇左右的文章。

另根據 JCR 於 2014 年公布的數據顯示該期刊影

響係為 1.200，在心理學跨領域  (psychological, 

multidisciplinary) 類目下的 127 本期刊當中排

名第 53 名。JOPP 的目標致力於探究如何促進

人類的最佳心理功能、滿足以及成長，它歡迎

社心、人格、臨床、組織以及健康心理學等不

同心理學領域之間相互合作的投稿，同時也歡

迎社會學、人類學、神經科學、哲學、經濟學、

醫學等不同領域觀點的論文。由作者搜尋該期

刊之後，也可發現到 JOPP 也接受透過休閒或是

身 體 活 動 增 進 幸 福 感 的 研 究  (Carbonneau, 

Vallerand, & Massicotte, 2010; Reynolds & Lim, 

2007)。  

小結而言，隨著正向心理學研究社群日趨成

熟，專業期刊的出現可以做為一個重要的社會影

響指標，也由於正向心理學本身就是一個仰賴跨

領域專業知識的領域，所以不論 JOHS 或是 JOPP

都歡迎跨領域的互動。而筆者也認為這是體育運

動領域學者的機會，不論是競技運動、休閒行為

或是身體活動對於人類正向功能的促進，在過去

都以經累積了相當程度的知識，若能夠跨出自己

的領域，走向更廣大的學術環境去論述運動的好

處，相信可以更加彰顯體育的價質與意義。因

此，筆者認為體育研究不應該以只讓領域內的人

瞭解而滿足，我們更應該致力將所得成果努力向

更大的舞臺、讀者群進行推廣，例如國內學者

Chang, Tsai, Chen, 與 Hung (2013) 曾研究協調

運動對兒童執行功能 (executive function)的影

響，並將其結果發表於神經科學著名期刊

Experimental Brain Research 上，類似這些體育活

動促進人類身心功能的研究，正符合本文所謂的

讓個體更健康的核心意識。 

三、正向心理學國際研討會 

目 前最知名 的正向心 理學研討 會應屬

European Conference on Positive Psychology 

(ECPP) 以 及 World Congress on Positive 

Psychology (WCPP) 這兩個國際研討會，前者由

歐洲正向心理學社群  (European Network for 

Positive Psychology, ENPP) 所舉辦  (網址請見

http://www.enpp.eu/)；而後者則是由國際正向心

理 學 協 會  (International Positive Psychology 

Association, IPPA) 主 辦  ( 網 址 請 見

http://www.ippanetwork.org/)。ECPP 堪稱歐陸最

具規模與歷史的正向心理學研討會，它每兩年

舉辦一次，舉辦地點則是在歐洲各個國家之間

巡迴，迄今已邁入第七屆，也就是說當千禧年

正向心理學一開始被提倡時，具有悠久人文社

會關懷精神的歐陸，便注意並重視正向心理學

的興起。今年的 ECPP 於 7/1 到 7/4 號在荷蘭首

都 阿 姆 斯 特 丹 舉 辦  ( 網 址 請 見

http://www.ecpp2014.nl/)，根據大會表示今年度

與會的人數達到 800 多人，達到歷屆最多參與

人數。下一屆 2016 年的 ECPP 將移至法國的昂

格  (Angres) 舉行。  

而在正向心理學發源地的美洲大陸，WCPP

則扮演了凝聚美洲地區正向心理學者的重任，

WCPP 則是遲至 2009 才開始舉行，同樣也是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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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舉辦一次的雙年會，去年甫於美國洛杉磯閉

幕，而 2015 年的會議舉行地點確定為美國的佛

羅 里 達 州  ( 網 址 請 見 http://www. 

ippanetwork.org/)，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考慮參與赴

會。值得一提的 WCPP 是由有正向心理學之父之

稱的 Seligman 博士所發起的，也因此第一以及

第二屆的會議舉辦地點都在美國賓州大學這個

正向心理學大本營。專業國際期刊以及研討會的

出現，對於正向心理學的發展，絕對是一個重要

的指標，這些場域提供了相關研究者一個互相討

論、切磋的園地，也對於理論或是實證研究的發

展會有相當大的推力。因此，筆者認為介紹這些

資訊有益於對於體育研究者進行跨領域的研

究，特別是運動或是休閒活動本身的目地之一就

是增進人類福祉。 

伍、 正向心理學思潮對運動

心理學的影響 

在正向心理學思潮興起的這十多年當中，

筆者也想探究運動心理學者是否也受到這股思

潮的影響，為了能夠得到一個初步的輪廓，筆

者嘗試從國際的運動心理學期刊著手來分析，

這些期刊分別是 Journal of Sport & Exercise 

Psychology (JSEP), Psychology of Sport Exercise 

(PSE)以及 Journal of Applied Sport Psychology 

(JASP)等，我們希望由這些豐富的資料當中，

試圖找出正向心理學在運動心理學當中的一些

趨勢。以上的資料收集時間區間，皆由 2000 年

到 2014 年 6 月為止。 

運動心理學的國際期刊雖然眾多，但我們

僅選定 JSEP, PSE 以及 JASP 的原因在於這三本

期刊皆為世界上重要運動心理學學會發行之正

式刊物，在學術聲譽上都具有相當高的評價。

當然，筆者人力、物力投入也是我們考量的重

點之一，若是全盤加以分析回顧恐怕不是目前

作者所能進行的，所以筆者必須限縮範圍到這

三本最具代表性的期刊並加以分析討論。讀者

須注意本文的結論可能會受到選擇性偏誤 

(selection bias) 的影響，建議在理解與詮釋上仍

應保守看待之為宜。  

在論文的選定上有以下幾個方式與步驟，與

讀者說明包括：(一)、筆者採用表二中陳列的概

念或是理論做為搜尋線索搜尋這三本期刊，只要

是在論文標題、摘要以及關鍵字出現者，則先納

入資料庫當中；(二)、收集過程中將文獻回顧以

及統合分析的論文加以排除，僅納入質性以及量

化類型的實證研究；(三)、將收集到的文獻進行

人工逐篇判讀，排除文字相同但意義不同的論

文，例如 compassion 在運動心理學期刊中雖然有

出現，但其意義與原意差距過大，這種狀況的論

文在我們的分析中也一併排除；(四)、若是單一

論文當中出現多個正向概念，例如自我決定對自

尊的增進，仍僅以一篇做計算。根據這些挑選標

準，本文最後歸納出共計 483 篇論文，其趨勢則

如圖一所示。可以觀察出這些正向概念基本上穩

定的出現在運動心理學期刊當中，而又以 PSE

的成長趨勢相對較為明顯。 

 
圖 1. 正向概念在運動心理學專業期刊之出現頻率 

僅以篇數做為呈現恐有資訊不足之處，原

因是有部分論文當中出現兩個以上的正向概

念，更進一步的，作者從 483 論文中去計算正

向概念的出現頻率，目的在讓讀者瞭解哪些正

向概念或是理論是運動心理中相對受到關注的

議題，根據統計之後筆者陳述前五大分別為自

我決定理論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SDT) 出

現 203 次、自我相關議題  (自我效能 104 次、自

尊 36 次、自我認同 29 次、自我概念 27 次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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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關愛 3 次) 共計出現 199 次、因應為 58 次、

正向情緒為 47 次，其餘與表 2 相對照未出現之

概念或理論則不呈現於表 3 當中。SDT 之所以

出現頻率最高，原因可能有兩個，其一是本文

將 SDT 所談及的概念皆納在 SDT 的旗下一起統

計，例如內外在動機  (Gaudreau, Fecteau, & 

Perreault, 2010)、基本心理需求滿足  (Felton & 

Jowett, 2013)、自主支持  (Gagne, 2003) 等。但

是當筆者仔細比對其前五大順位出現的概念之

後，可以發現這些頻繁出現的概念，其實讀者

應該都對它們並不陌生，筆者推論在正向心理

學興起之前，這些概念本身就以經獲得不少關

注，而在正向心理學興起之後，這些概念更是

被包納到這股風潮當中，因而獲得了更多的注

目。因此，在進行歸納之後不令人意外的，這

些概念能夠在運動心理學研究中獲得相對多的

重視。  

表 3  

2000~2014 年正向概念出現於 JSEP、PSE、JASP 之頻率 

 PSE JSEP JASP 總和

自我決定理論 (SDT) 108 70 25 203

自我效能 (Self-efficacy) 43 43 18 104

因應 (Coping) 25 16 17 58

正向情緒 (Positive affect) 26 16 5 47

自尊 (Self-esteem) 19 13 4 36

認同 (Identity) 20 8 1 29

自我概念 (Self-concept) 13 14 0 27

流暢 (Flow) 8 5 11 24

熱情 (Passion) 7 5 5 17

同理心 (Empathy) 5 1 0 6

正念 (Mindfulness) 3 3 0 6

復原力 (Resilience) 4 0 0 4

自我價值 (Self-worth) 3 0 0 3

同情心 (Compassion) 0 3 0 3

價值觀 (Value) 1 0 1 2

智能 (Intelligent) 0 0 2 2

希望 (Hope) 1 0 0 1

感恩 (Gratitude) 0 0 1 1

 

雖然經過初步的歸納可以得知在運動心理

學中，在某個程度上也已經受到正向心理學的

影響。但筆者認為正向心理學在運動領域應該

還有更多的發展空間，原因是將表 2 以及表 3

相互對照之後，還是可以觀察到仍有許多有意

義的議題未被完善的探究。例如士氣便是一

例，Peterson, Park, 與 Sweeney (2008) 認為士

氣是團隊對目標或是任務具有充足認知、情緒

以及動機，它包含了信心、樂觀、熱誠以及共

有的目標  (common purpose) 等特徵。我們可以

想見絕大部分的運動都是以團隊型態出現，那

麼一個高士氣的團隊會是一個高績效的隊伍

嗎？甚麼樣的教練領導型為可以創造出高士氣

的團隊？又或者團隊士氣會因為一個士氣高昂

的運動員而對集體產生激發作用嗎？例如在

1996-1997 年的 NAB 冠軍戰的第五戰，麥克喬

丹在因為食物中毒而導致身體虛弱，在大家都

認為他會缺席的狀況下，喬丹仍然突破生理上

的限制，用他的實際行動激勵了公牛隊，並最

後力克爵士隊贏得當年度美國職業籃球冠軍；

又或者是運動員的創造力是否可以被培養？雖

然競技運動具有高度制式化的特徵，但是我們

相信在制度中，運動員有空間可以發揮自己的

創意。最具代表性的例子之一可能是大陸體操

運動員李小鵬所自創的動作「踺子後手翻轉體

180 度接直體前空翻轉體 900 度」與「掛臂前擺

屈體後空翻兩周成掛臂」被國際體操總會命名

為李小鵬跳跟李小鵬掛。由此可見，從正向心

理學切入幫助運動員除了可能讓運動員更健康

之外，也能夠以此為底蘊，促進運動員有更高

的成就表現。  

而在國內筆者透過碩博士論文網進行搜

尋，筆者也發現一些年輕學者也開始採取正向

心理學觀點研究研究運動員，例如陳建瑋  (2011) 

在其博士論文便以希望做為主軸，探討其對大

專網球選手賽競賽焦慮以及自我設限的影響。

在他的論文當中首先建立了希望量表的信效

度，緊接著的調查研究也發現希望會透過控制

感而影響到競賽焦慮，最難能可貴的則是實驗

介入之後發現實驗組的希望感與自評表現顯著

提升，但負向情緒則是顯著低於控制組。又或

者是陳龍弘 (2009) 以感恩為主題進行研究，結

果發現感恩有助於提升運動員團隊凝聚力，並

接著提升運動員生活滿意度；而在研究二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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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發現到如果運動員可以精準的覺察到自

己的感恩情緒狀態，則更可以增強運動員的生

活滿意度。在國內採用正向心理學觀點進行研

究的博士論文雖然仍屬相對少數，但筆者相信

這仍是一個好的開始，也代表正向心理學在運

動領域還有許多發展的空間。  

本小節透過整理三本國際期刊，試圖來回

應正向心理學是否在運動心理學領域受到一定

程度的重視，初步的結果發現目前主流的研究

趨勢，仍然以正向心理學興起之前即已經廣為

運用的理論或是概念為大宗，而對於千禧年之

後發展出來的概念則是相對少有著墨。而在國

內我們特別選定了博士論文進行分析，基本上

所得到的結果也與國外相類似，也僅有少數的

年輕學者開始引用正向心理學。但筆者認為這

或許與運動心理學著重在提升運動表現的傳統

上有關，但透過本文的歸納與整理，筆者希望

能夠對學界或是實務工作者倡導一個核心觀

念，意即運動員需要在追求更健康的前提下才

能達到卓越。總結而言，本文認為正向心理學

對於運動心理學的影響，雖在萌芽階段未見成

熟，但應有相當大的發展空間可言。  

陸、結  語 

本文認為運動員在追求更快、更高、更強

之外，另一個不可或缺的要素是更健康，根據

這個核心意識，筆者認為正向心理學會是一個

讓運動員達到更健康的途徑。因此，本文先是

闡述正向心理學的緣起，接著則是分析在此領

域當中廣受重視的研究議題為何，再者則是透

過期刊專題、專業期刊以及專業研討會的出現

說明正向心理學受到相當程度重視，而為了便

利正向心理學與運動心理學進行對話，作者歸

納了期刊專題中曾經出現的概念，並利用這些

線索在國際運動心理學期刊以及國內博士論文

當中進行調查，結果基本上發現正向心理學雖

然受到運動心理學領域部份的關注，但在仍有

非常大的進步空間可言。  

長久以來，運動員的身心健康問題似乎都

不 會 是 最 優 先 被 關 切 的 問 題  (Gagné & 

Blanchard, 2007)，因為許多的報章雜誌常見到

選手為了榮譽或名次賭上了運動生命。或許在

競技運動這個殘酷的環境當中，求勝是難以避

免要面對到的嚴肅課題，畢竟很多機會只有一

次，沒有掌握住也就從此消逝了。所以，我們

便有非常好的理由合理化因為嚴格訓練或是競

賽所帶來的負面身心影響，即便我們以經知道

勤 勉 的 練 習 與 表 現 之 間 的 關 連 極 低  

(Macnamara, Hambrick, & Oswald, in press; 

Mosing, Madison, Pedersen, Kuja-Halkola, & 

Ullén, in press)。也因為這樣的現況讓筆者更加

關切於運動員身心健康，並相信正向心理學的

引進會是一條協助運動員通往巔峰的基石，即

便在經過作者初步分析既有的文獻之後，發現

這條路仍與理想有著一段不小的差距，但我們

希望透過本文讓更多有志的學者可以投入這個

領域，根據正向心理學的內涵提出更多有效的

策略與實做方法，讓運動員是在一個身心處於

最佳平衡狀態上，追求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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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Since 2000, the positive psychology had advocated in mainstream psychology and this perspective 
timely replenish the need for pursuing healthy body and mind in addition to attain faster, higher, and stronger 
for athlete. Thu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scope of positive psychology, and its impact 
on sport psychology. Method: This study survey international journal which had published special issue on 
positive psychology from 2000 to 2014 (Jun.). Besides, this study introduced specialized journals a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focus on positive psychology. Lastly, this study summarized positive psychology 
concepts and theories from those special issues as indexes in order to investigated the frequency of those 
indexes appear in sport psychology as well as domestic doctoral dissertations major in sport sciences. 
Results: This study concluded 24 international journals have published special issue on positive psychology. 
A total of 234 papers discussed about self-determination, self-efficacy, self-esteem and other 22 positive 
concepts. Moreover, there are two specialized international journals and tw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hold 
periodically. Finall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sport psychology journal and domestic doctoral dissertations 
were less focus on positive psychology concepts relatively. Conclusions: Although sport psychology might 
be affected by positive psychology, there are still many positive concepts was not investigated completely in 
sport psychology. Positive psychology still have room for development in sport psychology which might us 
to lead athletes to their excell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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