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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四十年前，他觀察到過多的物質並不會增強我們感受到的快樂，他發現，

令人最感美好的幸福時刻，經常發生在一個人遇到挑戰他現有能力的事，專注地

將身心能力發揮到極限之時。」書本上這段引敘深深吸引我的目光，彷彿一道光，

觸發一段已存在心中已久的疑問。Csikszentmihalyi(1990)發現現今社會中，幸福

早已與財富、地位、外表…等劃上等號，一個人只要有錢、有名、或是長相好看，

我們就認為他們的生活肯定無憂無慮，然後深信自己只要跟那些象徵沾上邊，也

會變得更快樂。從小到大，父母老師要求我們要認真讀書，是為了以後能夠有一

份好工作和穩定的生活，似乎如此就是從此幸福快樂的保證。學生在讀書或準備

升學考試時，也常常提出類似的疑惑，學科能力的培養，是否就代表能擁有未來

幸福快樂的生活，汲汲營營追求著外在條件環境的期待，永無止盡的「集點遊

戲」，是否真能因此感受到真正的幸福，是否能因此覺得自己是有價值的，找到

生活的意義與重心，一直是心中一個未解的疑問。 

    而國中學生，正處於自我認同與對未來迷惘的成長階段，對於自我的價值，

似乎更看重別人對自己的看法，開始注重外表打扮，社群網站上好友的人數及被

按讚的次數，對國中生而言好像就決定了自己是誰以及自己是不是重要的和有價

值的。另外，自我價值感也與家庭因素息息相關，根據瞿群(2004)對家庭人際關

係的調查結果顯示，和諧、關愛、平等與民主等具有良好人際關係的家庭，對學

生自我價值感的良好發展具有重要的積極效應。相對來說，家庭不具有良好人際

關係的國中生，可能導致其自我價值感低落或發展不良。總結以上所見，目前國

中學生的自我價值深受外在環境的影響，尤其是他人對自己的評價以及家庭的關

係狀況，對國中生的影響不容小覷。然不論是他人的對自己的評價，或是家庭的

背景關係，都是變動且不可控制的，若國中學生太過依賴外在環境來決定自己本

身的價值，是否能順利度過青少年期的發展任務，擁有明確的自我概念及正向的

自我價值觀，又是一個值得驗證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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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形成自我價值很重要的一環，是自己對於自己的評價，是個人對於自

己是否是一個有價值的人的知覺(Nave,1976)。自己的實際表現若能符合自己的期

許，也比較容易達到自我認同的階段，順利完成人格發展任務。在教育現場上，

許多學生在面對問題時，不但只挑簡單的做，而且遇到難題，情緒便趨於負向，

還會幻想能有奇蹟式的改變，或許與對本身的價值感與能力感困惑有關。而

Csikszentmihalyi(1990)認為，如果個體能夠在早年的生活經驗中，學習到如何享

受工作與生活的樂趣，則生活品質各方面都會獲得改善。 

目前國中時期的教師，大體而言兼具導師與科任教師的雙重角色。身為班級

導師，不但與班上學生相處的時間較多，對於學生的家庭背景、個性、態度……

等等，也都能有較全面的瞭解，而以往的許多研究，多證實不論是導師的個人風

格，或班級所營造出來的風格，對於學生都具有某種程度上的影響力。研究者本

身今年為純英語科教師，班級數眾多，不僅與學生的相處時間減少許多，對於學

生的個人特質與狀況掌握度也不如以往兼任導師身分時全面及深入，面對不同班

級每堂英語課程進度上的壓力，每每想多為學生做一點什麼，往往感到有心無力

或是鞭長莫及。Csikszentmihalyi(1990)在研究過程中發現兩件令人驚訝的事，第

一是儘管每個人從事的活動不同，但在進行順利時帶給人的感覺非常相似；第二

是不同文化、現代化程度、社會階級、年紀與性別的人，對於樂趣的描述幾乎是

一模一樣。以上兩點來看，若能在英語教學的實行上，讓學生瞭解並體驗到心流

概念，不論學生的家庭背景或學生本身的興趣為何，科任教師也有機會與能力對

於學生正向的自我價值有所助益，就算學生對於當前學科真的不感興趣或暫時無

法與未來相連結，是否能透過這樣的體驗獲得成就感，進而提升自我價值，更有

信心面對未來的挑戰，此為本研究的主要動機與目的。 

貳、文獻探討 

一、心流的意涵與實徵研究 

（一）心流的意涵 

    Csikszentmihalyi 曾採訪過的一位美國西岸攀岩高手，他以簡短的文字描述

攀岩這件事所帶來的心流感受：「一步又一步的鞭策自己是令人振奮的事，攀岩

的過程中，每前進一步，就會渾身疼痛。但是當你回頭看時，會對自己充滿敬畏，

對自己所做的事佩服不已。那種處於顛峰的喜悅與滿足是無可比擬的。當你累積

足夠這種戰勝自我的挑戰後，人生終究沒有別的事難得倒你了(Csikszentmihalyi, 

1975, p. 95)。」由此可發現，「心流體驗」是一個人把所有的注意力毫不保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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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在追求個人目標上，全身投入一件事，對他而言其他事都無關緊要。這樣的經

驗會讓人得到高度的歡樂、有較高的意願從事相同的活動，也能讓個人發展出更

完整、更有自信的自我，長此以往可能帶來自我的成長與自尊的提升。 

（二）心流的要素 

     個體要達到「心流體驗」，Csikszentmihalyi(1990)認為須具備以下九項要素： 

 1. 有技能需求的挑戰活動 

    從事活動時，除了需要投入大量的精神能量，還必須具備適當的技能。對於

不具正確技能的人來說，此種活動便不能算是挑戰，也沒有實際的意義。例如，

「喜歡下棋的人見到一盤棋時，如魚得水，但是不會下棋的人看了完全沒感覺(引

自張瓊懿譯，2019，頁 87)。」一個活動製造樂趣的能力，與它的複雜性是息息

相關的。不經意的小動作，雖然可以暫時減低生活的無趣感，但是對於真的想要

提升經驗品質的個體而言，還是得透過更具挑戰性、技能需求層次更高的活動。 

 2. 行動與意識的結合 

    當個人處於巔峰經驗(optimal experience)之際，為了迎接眼前的挑戰，他得

使出渾身解數，心無旁鶩地將精神完全集中於正在進行的活動上，對於其他一

切，幾乎毫無所覺，因為完全投入，所有的動作都是自然而然發生的，人事合一，

不分彼此。攀岩者描述攀岩的感受，便會有完全投入其中，感覺「自己與這件事

情合為一體……沒有辦法分開來(引自張瓊懿譯，2019，頁 91-92)。」 

 3. 明確的目標 

    目標顯著、規則分明的活動，能提供參與者良好的憑藉，讓參與者能明白行

動是否適當，並排除其他不相關的刺激，使意識能投注在既定的目標上。例如網

球選手目標很明確就是要把球打回對方場上；西洋棋手的目標就是要早一步吃掉

對方的國王。反之，當活動的目標並不很明確時，個體又不了解自我設立目標的

方法，便很難將意識集中，進而體驗活動本身的樂趣。另外，一個人的目標雖然

明確卻太過簡單膚淺，也不容易達到心流狀態。 

 4. 立即的回饋 

    透過回饋，個體能自然地體認活動所需的挑戰，清楚地了解自己做得好與不

好，而接下來的結果也立即帶來明確的回饋訊息。雖然每個人重視的回饋各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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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例如作曲家或歌手重視音符所製造出來的旋律，有些人則需要在競爭過程中

獲得勝利及成就感，但回饋背後傳達出「個體達到目標」的象徵意義，會為自我

意識建立秩序，進而強化自我，這類的活動往往令人著迷，並容易產生心流的體

驗。 

 5. 專注於手上的工作 

    「全神貫注」是多數人描述感受時最常提到的特徵。個體進入心流的經驗

時，會把注意力集中於一點，在當下可以忘卻生活當中所有的困難和不愉快，其

他外界的干擾與雜念都被屏除在注意力的範圍外，沒有任何多餘的心力去思考不

相關的資訊。跨欄選手愛德恩•摩西(Edwin Moses)曾經以「你的心中必須毫無

雜念，將對手、時差、吃不慣的食物、睡不著的床等各種個人問題，都屏除在意

識外，就像它們從來不存在一樣(引自張瓊懿譯，2019，頁 99)。」來強調專注力

在比賽時的重要性。 

 6. 掌控感的可能性 

    心流狀態下的另一個特徵，便是感到對行動與環境兩者的「掌控感」，但是

「掌控感」並非實際的控制，而是「控制的可能性」。任何產生心流經驗的活動，

仍有失去控制的可能性，但若個人的技藝純熟並能夠發揮到極致，則失誤的可能

性幾乎為零。因此，掌控感的可能性是一種隨心所欲又不擔心活動失控的感覺。

一位舞者曾如此描述類似的感受，「我沉浸在完全的放鬆與平靜當中，一點兒也

不擔心自己可能失敗(引自張瓊懿譯，2019，頁 100)。」 

 7. 消失的自我意識 

    失去的自我意識並非迷失自我，而是自我意識的暫時消失，意即「渾然忘我」

的狀態，能讓個人暫時忘卻自我的一切，產生與目前行動或環境融合的感覺。一

個人在面對挑戰時，會督促自己提升技能，做出最好的表現，在這個過程中會因

高度專注而暫時感覺不到自我的存在。等到活動結束，才發現自己跟心流體驗前

不一樣了，在短暫的自我意識消失後，反而能幫助產生更強大的自我。 

 8. 時間感的轉換 

    在心流經驗裡，當事者的主觀時間，與鐘錶所計的客觀時間，相差甚鉅。多

數的訪談結果都表示會覺得時光飛逝，亦即其實已經過了幾小時了，但感覺上卻

好像只過了幾分鐘而已；但也有相反的情形出現，其實才過了幾秒鐘，卻感到像

幾分鐘那麼長。所以，從事活動時應給予參與者時間的彈性，使其依個人的步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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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序前進，不受真實時間的影響，如此應該對個人心流經驗的產生會有所助益。 

 9. 自成目標的經驗 

    「自成目標」便是活動本身就是活動的目標。有外科醫生表示在工作中獲得

了極大的樂趣，但就算沒有這樣的需求，仍會想要動手術。航海家在自己的船上

花了大量的時間與金錢，卻覺得非常值得，因為對他而言沒有什麼事比在大海當

中航行更過癮的。Csikszentmihalyi 也認為，「自成目標的體驗可以將我們的生命

提升到另一個境界……大家不再只是為了外在目標而努力，當現有的經驗就可以

帶來無窮的回報，我們也就不需要把希望放在不可預知的未來了(引自張瓊懿

譯，2019，頁 112)。」 

（三）心流模型 

    技巧與挑戰是影響心流的兩項關鍵因素，個體所面臨的挑戰與所需具備的技

巧之間，可以產生不同的組合模型。從 1975 年起，Csikszentmihalyi 提出原始的

心流模式，陸續又有學者提出四個頻道心流模式、八個頻道心流模式一、八個頻

道心流模式二，分述如下。 

 1. 原始的心流模式(無趣、心流、焦慮) 

    依彭兆琦(2012)整理所示，當個體本身技巧高於活動挑戰時，會產生無趣的

感覺；反之，當活動挑戰高於個體本身的技巧時，隨之而來便是焦慮的感覺。只

有在個體本身的技巧，足夠應付活動的挑戰，兩者程度相等，才能產生心流體驗。

透過心流的體驗，個體才能追求更高的挑戰及更多愉悅的感受。 

 2. 四個頻道心流模式(無趣、心流、焦慮、冷漠) 

Csikszentmihalyi(1988)於後續的研究中發現，當個體的能力處於低下的狀

態，而活動的挑戰也較低時，個體並沒有產生心流狀態，因此在原始的心流模式

中加入「冷漠」，組合而成為四頻道的心流模式。簡言之，心流體驗必須是個人

知覺水平上挑戰與技能之間的平衡才能產生。 

 3. 八個頻道心流模式一 

    當心流理論被應用在日常生活的事物中後，許多研究發現原本四頻道的模式

只適用於較複雜的技能與涉入性較高的活動，因此 Csikszentmihalyi 與 

Nakamura(1989)在原有的四頻道模式中，加入「激勵」、「擔憂」、「放鬆」、「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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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成為八個頻道的心流模式。 

 4. 八個頻道心流模式二 

    八個頻道心流模式一後被認為不容易透過實證研究加以驗證，為此 Hoffman 

與 Novak(1997)將原有的模式圖向右旋轉 45 度，並在原座標軸上加入了技巧加

挑戰與技巧減挑戰兩個座標，使之成為八個頻道心流模式二。 

綜合以上所述，心流產生的必要條件為挑戰與其應對的技巧之間須達到平

衡，且任務難度需處於中等或是高等以上，Henderson、Bialeschiki 與 Powell(1992)

於研究中發現，活動性比賽、戶外休憩活動、服務性活動與創造性活動等，較容

易產生心流體驗。 

（四）英語學習產生心流的相關實徵研究 

蘇正造(2011)將線上遊戲應用於英語教室中，來探討心流之現象，結果發現

過關說明清楚的免費線上遊戲，可以引起學生學習英語的動機，並能產生心流體

驗。蕭伊茹(2013)利用數位說故事結合英語學習，分析是否對心流狀態造成影

響，統計分析結果顯示，數位說故事會影響心流狀態，且當心流狀態及學習動機

有提升時，作品的表現也會比較好。王品卿(2014)以 Web 2.0 英語學習活動中，

學生的心流體驗與學習動機的變化歷程，研究發現學生初期的挑戰與能感知互相

平衡，符合心流模組中的必要條件之一，但在控制力、專注力、好奇心及內在興

趣上，學生的感受並不符合心流經驗。陳韋辰(2015)利用數位說故事英語學習活

動，探討學生在故事仿作與戲劇故事創作兩種不同說故事活動下，心流是否會有

所差異，發現在長期的數位說故事活動後，故事創作與戲劇能助學生激起更多的

好奇心與興趣，進而有較佳的學習投入。林怡萱(2018)運用 Rolling Alphabet-AR

系統於英語學習中，對於國小六年級學生的心流經驗、英語自我效能及後設認知

能力都有正向影響。佘歆儀(2018)發展一套以英語文法為教學內容，結合自我調

整學習策略與不同回饋方式的數位遊戲，評估該遊戲對學生數位遊戲心流經驗與

自我調節學習感受的影響，結果發現兩種回饋類型的遊戲，對學生數位心流經驗

的「專注力」有顯著影響，且對高成就學生「專注力」經驗的影響也達顯著差異。

曾子芸(2019)探討認知風格及遊戲心流對英語字彙學習成效、遊戲成效與自我效

能的影響，研究結果可幫助不同認知風格及遊戲心流的學習者提高學習成效、遊

戲成效與自我效能。 

以上述研究主題可發現，目前關於英語學習中的心流體驗，大多以數位學習

或科技融入教學為主，探究過程中心流體驗的產生、變化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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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我價值的意涵與實徵研究 

（一）自尊、自我概念與自我價值 

劉政宏(2003)指出，不同的學者對於自尊(self-esteem)的定義不同，這個名詞

並無特定概念，相當廣泛且抽象，容易令人感覺到困惑與混淆。自我概念

(self-concept)相較而言較為具體，張春興(1979)、邱連煌(1981,1992)及吳怡欣、

張景媛(2000)對於自我概念皆有類似的看法，認為自我概念代表著個人認為自己

本身所具有的各項特質，為各部分知覺的統合，屬於自我的認知部分。在劉政宏

的研究當中，認為自我價值(self-worth)並不囿於個人對自我認知層面的想法，而

包含更多個人情意方面的感受。而王琬璿(2014)也將自我價值歸類為自我情意部

分，為個人對自己的感受、態度與評價，且非個人天生具有的特質而是後天學習

得來，會以積極或消極的態度展現出來。總結上述國內各學者說法，普遍認為自

我概念的定義較為具體，屬於自我認知的一部分。而自我價值除了各部分知覺的

統合外，更包含了個人的情意感受。 

（二）自我價值的意涵 

張春興(2006)曾說過：「自我價值為個體對自身的感受、對自己的價值感。」

Coopersmith(1967)則認為自我價值是一種個人對自己的價值判斷，以個人認可或

反對自己的態度表現出來，這種價值判斷也反映個體認為自己是能幹的、重要

的、成功的及有價值的程度。另外 Grieger(1975)表示自我價值感的產生是個人對

其自我特質進行評價而產生，也是個體對自己進行的一種情緒性評估。張筱涵

(2011)認為自我價值是個體經由各方面自我特質的評估之後，對自己所直覺到的

想法或感受。 

也有學者將個人的自尊或自我價值，分為本身及他人對自我的看法兩個向

度，而這些看法與評價慢慢累積而成為個體看待自我的態度。Whitley(1983)認為

自我價值一為個體在多領域因素中，對於自己的評價；二為個體與其他人在社會

交互作用中，自覺的價值感。而林杏足(2003)定義自我價值是一種對自己的接

納、讚許與否的感受，一方面為個人為自我的內在能力、表現、成就的評價，另

一方面為個體體驗到重要他人的觀點或回饋所形成個人的評價。另外周雨霖

(2008)發現個體評價自己的來源有二，一則參照自己的內在標準，也就是對自己

的期許，個體的實際表現若能符合預期，則有較高的自尊，若與預期相差甚遠，

則其自尊較為低落；二則參照外在標準，把他人對自己的觀點內化成為自己對自

己的觀點，形成對自我的認識，這些重要他人及社會文化的標準也會成為個體評

價自己的外在參照。蕭佳純、蘇佳蓉(2014)認為自我價值為個體透過自我內在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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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外在的標準進行自我衡量，再以整體觀點給與自我的感受或評價。而青少年

的自我價值，根基於其早期的生命經驗，透過其與生活環境的互動，隨著環境與

個人生活經歷的外在變動，在自我價值上表現出持續的變化及修整(黃鈺婷，

2011)。 

Cohen(1959) 與 Argyle(1967) 則認為自我價值為現實與理想的差距，

Lawrence(1988)表示自我價值是對自我概念的評價後產生的結果，也就是個人對

自我形象和理想自我之間差異的評析，屬於情意的歷程，兩者的差異越少代表個

人的自我價值越高；反之，兩者的差異越大則代表其自我價值越低，與前兩位學

者的看法類似。而郭為藩(1996)認為現實我就是個人對自己真正的知覺和估計，

亦即自我概念；理想我則是指個人希望成為什麼樣的人或自認為應該是怎樣的

人。 

另有學者將自我價值視為一種個人整體性的評價。Rosenberg (1965)說過自

我價值是個人對自我的積極或消極的態度，個人對自己各方面的特質會進行評

價，而各特定評價結果整合起來則為一整體自我價值態度。Yang, Yen, Ko, Cheng, 

與 Yen(2010)將自我價值視為一種自我接納與尊重自我的感受，是基於人類需要

被重視的自我評價。巫博瀚、賴英娟與施慶霖(2013)認為自尊為人們對於自我所

持有的整體感受與看法，屬於個人整體自我價值。陳函筠、黃轀臻與林淑惠(2017)

認定自尊或自我價值皆為個體對自己的廣泛性評價，為個體能夠接納與肯定自己

的程度。而 Branden(1994)表示自我價值分為能力感與價值感，能力感是指自己

對自己能力的自信心，而價值感則是一種個人對自我價值的整體感受。由此可

知，自我價值乃接納自己和重視自己的程度，當一個人對自己的評價後可以感受

到自己的能力且接受、喜愛自己時，即可擁有較高的自尊。 

最後 Coopersmith(1967)將自我價值分為四個方面，其一為重要性，即為個體

感覺被有意義的他人接受、注意或關心，因而覺得自己是有價值的；其二為能力，

個體感覺自己有能力處理重要的任務或活動；其三為美德，個體能遵守社會的規

範與倫理道德；其四為力量，個體有主要決定自己生活安排的權力，或者對他人

具有影響力。 

（三）國中學生自我價值的實徵研究 

目前探討國中學生自我價值主要以家庭環境、同儕關係、社會文化的影響為

主。李慧君(1996)研究新竹縣尖石鄉泰雅族國中青少年生活需求滿足、社會支持

與自我價值的相關，結果發現男生的自我價值高於女生，中社經地位者高於低社

經地位者，且生活需求滿足與自我價值呈顯著正相關，社會支持也和自我價值呈

顯著正相關。黃加慧(2005)研究兒童文學閱讀治療對於國中學生自我概念及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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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的效益，雖然學生的自我概念總分無顯著進步，但是自我概念多項平均分數

的提升，及學生的回應均顯示此活動有助於增進國中學生的自我價值，雖無直接

探討閱讀治療對自我價值的關係，但仍可看出國中學生自我價值受此閱讀治療導

向的兒童文化閱讀活動影響。王昭文(2012)以高雄市國中學生為例，探討日本動

漫文化經驗與其價值觀之關係，發現國中學生普遍具有正面的團體價值觀、自我

價值觀、人生價值觀和情感價值觀。林佳盈(2017)採用問卷調查法並輔以質性訪

談，探討國中學生知覺父母心理控制與自我價值的現況，結果發現國中學生知覺

父母心理控制對自我價值感具有預測力。張伊萍(2017)探討國中學生自我價值、

愛情關係衝突因應與愛情關係成長的關聯，研究結果為個人自我價值、社會自我

價值與愛情關係衝突因應的積極策略，能正向預測愛情關係成長。詹婷雯(2018)

由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發現國中學生的性別、年級、親子依附、自我價值與同

儕互動呈顯著相關。 

國內目前偏向探討外在環境對於國中學生自我價值的影響，學生自我價值的

形成仍處於受外在環境影響的被動狀態，對於如何協助將注意的焦點由外內向轉

移，使國中學生有能力自我創造個人價值的正向影響仍無相關文獻探討。 

三、心流與自我價值之相關研究 

目前探討心流與自我價值之間關係的研究不多，陳庭君(2017)選取高雄市地

區的銀髮族探討其休閒運動涉入程度對心流體驗與自我價值的關係，利用徑路分

析，結果顯示心流體驗對自我價值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關係，涉入程度也會藉由心

流體驗而影響自我價值。而黃傳永、郭淑惠(2018)於藝術治療團體運用於失智長

者之效果研究中，提到當長者在創作過程中能專心投入時，因高度專注而進入了

心流狀態，與自我連結，進而忘記病痛的不適感。長者也因創作所得到的成就經

驗，增加個人自我的正向感受，有助於提升自我價值感。 

對於熟齡成年人而言，外在環境如名聲地位、與他人關係、事業成就等於個

人自我價值的影響逐漸減小，在人生的中後階段，透過經歷心流的最佳體驗與自

我連結，不但能增加個人的正向感受，對於自我價值也有正向的提升。相較於此，

仍處於自我探索階段的國中學生，個人價值的判斷與感受往往容易過於依賴外在

環境友善與否，若能在課堂學習中增加國中學生體驗心流的機會，學生或許有能

力化被動為主動，不再只是被動地受外在環境的選擇與影響，有機會藉由心流體

驗提升自我價值，並擁有較高的自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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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教育上的應用 

一、教師設計教學活動時應注意以下幾點，以幫助學生更容易達到心

流體驗。 

（一）要有清晰明確的目標 

    具有明確的目標為達成心流體驗的九項因素之一(Csikszentmihalyi, 1990)，沒

有明確的目標學生便無從判定自己的行為或表現是否適當。在英語教學的過程

中，教師須先了解個別學生的興趣與優點，協助學生設定符合其能力的確切目標

並確保學生都很清楚自己需達成的目標為何，例如聽說讀寫的具體行為表現、單

字句型的應用規準等，並建構適當層次的挑戰，從簡單逐步提升到困難，循序漸

進提升學生的技巧與自信。在課程設計上，則須保持彈性，時時觀察及確認學生

目前學習的狀況與進度，並按照學生的能力及需求隨時調整，學習活動不斷具有

挑戰性，有助於維持學生濃厚的學習興趣。 

（二）挑戰與技能兩者要相稱 

    當技巧與挑戰達到平衡且在平均值之上時，才能產生心流體驗(蘇明卉，

2012)。因此，教師設計教學活動時，需以學生的能力為考量基準，太難或太易

的教學活動皆不恰當。若任務挑戰太過困難，例如學生對於英文單字仍無法拼

讀，便要求學生以英文單字寫出完整句子，容易讓學生對其心生畏懼焦慮，因此

怯步不願意嘗試；任務挑戰太過容易，如重新講解學生國小階段早已熟悉的文法

概念，學生則傾向感到枯燥無趣，影響其學習及專注的動機。此外，透過學生自

我選擇材料與決定步驟順序的過程，無形中也將產生自我對行動與環境的掌控

感，挑戰與技能更能符合學生個人需求。 

（三）能提供即時回饋 

    邱連煌(2005)表示任何學習活動，其目標與挑戰性是互相包容的，目標是學

習的成果，是終點；挑戰則為達到此目標的手段，是過程。每個人都有自己在意

與興趣所在，因此各有其所重視的回饋，如 Csikszentmihalyi(1990)所言，只要將

精神能量投入在與目標有關的事上，幾乎所有的回饋都可以帶來樂趣。對於挑戰

者而言，知道自己努力想完成的事是否已經實現，在在強調了回饋的重要性。在

英語課堂中，教師可使用 Kahoot、Quiziz 等互動式教學軟體，或採取小組合作學

習模式，鼓勵同儕間互相交流幫助(曾文志，2010)，突破以往教師一對多學生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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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即時給予每一位學生學習情況回饋的困境。 

（四）吸引個人注意力 

    教師應鼓勵學生善用好奇心，不總是以成人的期待或社會規範來約束孩子的

注意力(曾文志，2010)。如同前面所提到，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目標與在意的回饋，

若教師能讓學生擁有自主選擇的彈性，學生較容易全心投入於目標之中，達到心

流狀態中的最優體驗。英語課堂中囿於時間空間的限制，或學生一時之間不知如

何做選擇，可適時提供幾項參考方案讓學生從中挑選，不但可增進師生情感交流

與互動，也能更瞭解學生的特質與個人需求。另教師也須努力為學生排除不相關

的干擾因素，例如要求學生於教學活動進行保持桌面整齊，只擺放必要學用品等

方式，減少學生注意力受到干擾，幫助學生能全神貫注於活動或挑戰任務之中。 

（五）免除外在時間束縛 

    教師應給予學生充裕的時間從事各項活動，並鼓勵學生自行體悟。活動過程

中，學生需靠著不斷觀察、體驗，與同儕相互比較、修改，以達到系統化的探究。

學生在進行英語課堂活動時，容易受到個體所需時間不同或課堂時間的限制，教

師可提供學生明確的活動執行步驟，學生完成自己的任務後可直接選擇進入下一

活動，鼓勵學生擁有自己的時間軸尋求更複雜的挑戰、更高層次的技能，不需要

教師亦步亦趨的指導，學生擁有自主決定的空間，將更容易進入忘我的境界，專

心於挑戰之中。若活動受到課堂時間限制的干擾，也可事先與班級任課老師溝通

協調，以活動的完整性為主，保有時間調整的彈性空間，避免學生因活動進行時

間中斷而影響心流體驗的產生。 

二、在整體課程設計部分，可參考以下幾點，幫助學生培養正向的自

我價值。 

（一）可增設自我了解課程 

    協助學生了解自我並發展潛能，多給學生正向的肯定，可幫助學生以積極的

態度看待自我，提升個人自我價值(劉政宏，2003)。研究指出憂鬱、焦慮等負向

情緒，往往與低自我價值有關。而自尊低落的學生，特別需要受到關心與幫助，

以避免沉溺負向情緒或導致不良行為。然而，在過度強調自尊的同時，需避免因

為太多自我彰顯，而有負向效果。陳函筠、黃韞臻、林淑惠(2017)建議於自我了

解課程中培養學生自尊的同時，也應教導學生需尊重其他個體，避免過度自我中

心，忽略他人感受。 



 

東海教育評論，2020，第 14期 《研究紀要》 

 

64 

（二）鼓勵學生踴躍參加社團或各項活動 

    教師與家長應重視學生多元能力的發展，鼓勵學生踴躍參加校園社團或各項

不同活動，Chang, Lue 與 Yu(2004)指出透過休閒參與所得到的心流體驗，有助於

增加生活滿意度。學生不但可以從參與的過程中獲得成就感，也容易憑藉多元管

道體驗到正向經驗。若過度強調學業與考試成績，易壓縮學生培養個人興趣及建

立自我認同。相對而言，對生活感興趣而擁有個人嗜好的學生，較容易發現個人

的潛能，對自己更有信心，有助於正向自我價值的提升。 

（三）培養學生擁有自成目標的性格 

    擁有自成目標的人天生較懂得自得其樂，不需要依賴外在的獎勵或獲得什麼

好處，較容易體會學習本身就是一種樂趣，培養本身的內在動機，同時也較容易

有心流體驗。曾文志(2010)建議讓學生明確知道規則並重視學生的感受，讓學生

了解需對自己的行為負責，支持學生全心全意去做自己有興趣的事，有助於培養

學生擁有自成目標的性格，幫助學生日後面臨挑戰時，能不畏艱難，擁有面對問

題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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