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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台灣森林蘊涵豐富動植物、人文資源，及獨特的景觀，多處森林環
境中亦富含溫泉資源，目前研究尚乏探討在森林環境中溫泉泡湯之
健康促進效益。本研究以森林療癒的概念與理論出發，首先修訂台
灣森林環境造成受測者心理恢復程度的盤斯心情(POMS)量表，在台
灣西部與東部選擇森林療癒場所，透過引導式健行之森林療癒活動
及溫泉浴療活動之不同的活動，共收集220有效問卷，經驗證性因素
分析顯示該修訂之測量模式符合適配度。第二階段再以林務局花蓮
林區管理處管轄富源森林遊樂區進行森林與泡湯生心理效益分析
，富源森林遊樂區區內有亞熱帶楠榕林相及樟樹造林地，釋放芳樟
醇等芬多精。富源溪床地表下有溫泉脈通過，並常隨溪水流量變換
泉脈水流位置，自然泉溫為45℃至55℃之間，泉質屬「碳酸氫鈉泉
」及「碳酸氫鹽泉」，溫泉泉溫42℃至37℃。
於108年4月至8月，經受訪者同意發放問卷數77份，有效問卷數64份
(依活動性分別為泡湯體驗34份、森林散步體驗發放30份、泡湯加人
員引導森林療癒體驗20份問卷)，研究結果顯示(1)森林散步體驗後
有提升部分正面情緒，及降低負面情緒的作用，在負向情緒構面「
緊張/焦慮」「生氣/敵意」、「疲倦/沒有活力」、「沮喪/憂鬱」
、「混亂/困惑」及正向情緒構面「精神/活力」及「自尊」均有顯
著差異，其中「精神/活力」差異性最明顯，(2)森林體驗在生理反
應上，可調節血壓，使收縮壓有下降的情況，以及心跳會有促進的
效益。(3)透過持續15分鐘以上的泡湯活動後對於負面情緒均有紓緩
的作用，而對於正面情緒有提升的作用，除了「緊張/焦慮」構面沒
有顯著差異外，負向情緒構面「生氣/敵意」、「疲倦/沒有活力」
、「沮喪/憂鬱」、「混亂/困惑」及正向情緒構面「精神/活力」及
「自尊」均有顯著差異，其中「混亂/困惑」差異性最明顯，(4)泡
湯在生理上對舒張壓及心跳具有顯著差異，顯示泡湯後可調節血壓
，且溫泉的溫度對於心跳會有促進的效益。(5)在森林環境中森林體
驗所產生之生心理效益較泡湯有較多之效益，(6)泡湯體驗後及森林
療癒體驗後皆顯著降低旅客在「緊張/焦慮」、「生氣/敵意」、「
疲倦/沒有活力」、「沮喪/憂鬱」、「混亂/困惑」的負向情緒，尤
其是在泡湯後再進行森林療癒體驗的降低負向情緒效果，顯著比只
有泡湯體驗的效果還要好，對「心跳」速率具有顯著差異。受限於
受測時間長與樣本數取得不易，仍需更多之實證性研究，本研究結
果可供後續研究及林務局未來在規劃推動森林遊樂區森林療癒體驗
的參考。

中文關鍵詞： 森林療癒、溫泉浴癒、盤斯心情量表、心率變異分析

英 文 摘 要 ： Taiwan's forests are rich in animals and plants, human
resources, and unique landscapes. There is currently a lack
of research to explore the health promotion benefits of hot
spring therapy in forest environments. Based on the concept
and theory of forest therapy, this study first revised the
Persian Mood scale (POMS) for the psychological recovery of
the subjects in Taiwan's forest environment. We collected
220 valid questionnaires through guided hiking forest
therapy in the western and eastern forests of Taiwan.
Using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to examine the goodness



of fit of the revision mode. In the second stage, we
analyzed the psychological benefits of forest therapy and
hot spring therapy in the Fuyuan Forest Recreation Area
where is  subtropical forests of cypress and eucalyptus
forests, releasing fentanyl, hot spring veins under the
surface of the river bed. The spring is "sodium bicarbonate
spring" and "bicarbonate spring", and the temperature is 42
°C to 37 °C.
From April to August 2019, 77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with 64 valid questionnaires (34 of hot spring
therapy, 30 of forest therapy, 20 of hot spring therapy and
guided forest healing experie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after the forest therapy, it has the effect of raising
positive emotions and reducing negative emotions,
"tension/anxiety, "anger/hostility", "fatigue/inertia",
"depression/dejection", "confusion/bewilderment" of
negative emotions factor and "vigor/activity", "self-
esteem" of positive emotional factor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especially "Vigor/ Activity" is most obvious.
(2) The forest therapy has physiological benefits including
regulating blood pressure, reducing systolic blood
pressure, and promoting heartbeat. After a bathing activity
lasting more than 15 minutes, has the effect of raising
positive emotions and relieving some negative emotions,
especially the " confusion/bewilderment " is the most
obvious, only "tension/anxiety" h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4)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diastolic blood pressure and heartbeat after hot spring
therapy, which shows that blood pressure can be adjusted,
and the temperature of the hot spring can promote the
heartbeat. (5) The psychological benefit of the forest
therapy is better than hot spring therapy. (6) After the
hot spring therapy and forest therapy, the negative
emotions of the tension/anxiety, anger/hostility,
fatigue/inertia, depression/dejection and
confusion/bewilderment are significantly reduced.  In
particular, the effect of reducing negative emotions after
hot spring therapy and forest therapy i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experience of only hot spring therapy, with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rate of "heartbeat".
Limited by the longtime of measurement and the difficulty
of obtaining samples, more empirical research is needed.
There are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study and promoting the
forest therapy for the Forest Bureau.

英文關鍵詞： Forest Therapy, Balneotherapy, Profile of Mood States,
Analysis of Heart Rate Vari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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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台灣森林蘊涵豐富動植物、人文資源，及獨特的景觀，多處森林環境中亦富

含溫泉資源，目前研究尚乏探討在森林環境中溫泉泡湯之健康促進效益。本研究

以森林療癒的概念與理論出發，首先修訂台灣森林環境造成受測者心理恢復程度

的盤斯心情(POMS)量表，在台灣西部與東部選擇森林療癒場所，透過引導式健

行之森林療癒活動，共收集 220 份有效問卷，經驗證性因素分析顯示該修訂之測

量模式符合適配度。第二階段再以林務局花蓮林區管理處管轄富源森林遊樂區進

行森林與泡湯生心理效益分析，富源森林遊樂區區內有亞熱帶楠榕林相及樟樹造

林地，釋放芳樟醇等芬多精。富源溪床地表下有溫泉脈通過，並常隨溪水流量變

換泉脈水流位置，自然泉溫為 45℃至 55℃之間，泉質屬「碳酸氫鈉泉」及「碳

酸氫鹽泉」，溫泉泉溫 42℃至 37℃。 

於 108 年 4 月至 8 月，經受訪者同意發放問卷數 77 份，有效問卷數 64 份(依

活動性分別為泡湯體驗 34 份、森林散步體驗發放 30 份、泡湯加人員引導森林療

癒體驗 20 份問卷)，研究結果顯示(1)森林散步體驗後有提升部分正面情緒，及降

低負面情緒的作用，在負向情緒構面「緊張/焦慮」「生氣/敵意」、「疲倦/沒有

活力」、「沮喪/憂鬱」、「混亂/困惑」及正向情緒構面「精神/活力」及「自尊」

均有顯著差異，其中「精神/活力」差異性最明顯，(2)森林體驗在生理反應上，

可調節血壓，使收縮壓有下降的情況，以及心跳會有促進的效益。(3)透過持續 15

分鐘以上的泡湯活動後對於負面情緒均有紓緩的作用，而對於正面情緒有提升的

作用，除了「緊張/焦慮」構面沒有顯著差異外，負向情緒構面「生氣/敵意」、

「疲倦/沒有活力」、「沮喪/憂鬱」、「混亂/困惑」及正向情緒構面「精神/活力」

及「自尊」均有顯著差異，其中「混亂/困惑」差異性最明顯，(4)泡湯在生理上

對舒張壓及心跳具有顯著差異，顯示泡湯後可調節血壓，且溫泉的溫度對於心跳

會有促進的效益。(5)在森林環境中森林體驗所產生之生心理效益較泡湯有較多

之效益，(6)泡湯體驗後及森林療癒體驗後皆顯著降低旅客在「緊張/焦慮」、「生

氣/敵意」、「疲倦/沒有活力」、「沮喪/憂鬱」、「混亂/困惑」的負向情緒，尤

其是在泡湯後再進行森林療癒體驗的降低負向情緒效果，顯著比只有泡湯體驗的

效果還要好，對「心跳」速率具有顯著差異。受限於受測時間長與樣本數取得不

易，仍需更多之實證性研究，本研究結果可供後續研究及林務局未來在規劃推動

森林遊樂區森林療癒體驗的參考。 

 

【關鍵字】森林療癒、溫泉浴療、盤斯心情量表、心率變異分析 

 

 

 



II 

 

【Abstract】 

Taiwan's forests are rich in animals and plants, human resources, and unique 

landscapes. There is currently a lack of research to explore the health promotion 

benefits of hot spring therapy in forest environments. Based on the concept and theory 

of forest therapy, this study first revised the Persian Mood scale (POMS) for the 

psychological recovery of the subjects in Taiwan's forest environment. We collected 

220 valid questionnaires through guided hiking forest therapy in the western and eastern 

forests of Taiwan.  Using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to examine the goodness of fit 

of the revision mode. In the second stage, we analyzed the psychological benefits of 

forest therapy and hot spring therapy in the Fuyuan Forest Recreation Area where is  

subtropical forests of cypress and eucalyptus forests, releasing fentanyl, hot spring 

veins under the surface of the river bed. The spring is "sodium bicarbonate spring" and 

"bicarbonate spring", and the temperature is 42 °C to 37 °C. 

From April to August 2019, 77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with 64 valid 

questionnaires (34 of hot spring therapy, 30 of forest therapy, 20 of hot spring therapy 

and guided forest healing experie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after the forest therapy, 

it has the effect of raising positive emotions and reducing negative emotions, 

"tension/anxiety, "anger/hostility", "fatigue/inertia", "depression/dejection", 

"confusion/bewilderment" of negative emotions factor and "vigor/activity", "self-

esteem" of positive emotional factor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especially "Vigor/ 

Activity" is most obvious. (2) The forest therapy has physiological benefits including 

regulating blood pressure, reducing systolic blood pressure, and promoting 

heartbeat. After a bathing activity lasting more than 15 minutes, has the effect of raising 

positive emotions and relieving some negative emotions, especially the " 

confusion/bewilderment " is the most obvious, only "tension/anxiety" h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4)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diastolic blood pressure and heartbeat 

after hot spring therapy, which shows that blood pressure can be adjusted, and the 

temperature of the hot spring can promote the heartbeat. (5) The psychological benefit 

of the forest therapy is better than hot spring therapy. (6) After the hot spring therapy 

and forest therapy, the negative emotions of the tension/anxiety, anger/hostility,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8mSH3S/search?q=kwe=%22Balneotherapy%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8mSH3S/search?q=kwe=%22Balneotherapy%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8mSH3S/search?q=kwe=%22Balneotherapy%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8mSH3S/search?q=kwe=%22Balneotherapy%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8mSH3S/search?q=kwe=%22Balneotherapy%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8mSH3S/search?q=kwe=%22Balneotherapy%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8mSH3S/search?q=kwe=%22Balneotherapy%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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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tigue/inertia, depression/dejection and confusion/bewilderment are significantly 

reduced.  In particular, the effect of reducing negative emotions after hot spring 

therapy and forest therapy i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experience of only hot spring 

therapy, with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rate of "heartbeat". Limited by the longtime 

of measurement and the difficulty of obtaining samples, more empirical research is 

needed.  There are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study and promoting the forest therapy for 

the Forest Bureau. 

 

【KEYWORDS】Forest Therapy, Hot Spring Therapy, Profile of Mood States, 

Analysis of Heart Rate Vari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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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森林戶外遊憩 (forest recreation) 是大眾最常參與的活動，崇高與優美的山

林水色，具有健康與自然活力的恢復效用，從自然療癒的角度而言，森林是促進

健康最好的場所。因此親近自然環境產生的健康效益已受許多學者重視進行研

究，例如環境可使個人有更佳的心理福祉或提高心理健康 (Alcock, White, 

Wheeler, Fleming, & Depledge,2014; Bosch & Sang, 2017)，提高注意力集中度、紓

解壓力(Ulrich, 1981;Ulrich et al., 1991; Honeyman,1992; Fan, Das, & Chen, 2011)、

減輕焦慮與降低生理緊張反應(Ulrich et al., 1991)之效益。 

而台灣位於歐亞板塊與菲律賓海板塊碰撞帶上，島上地質構造複雜，造成非

常豐富的溫泉資源，依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台灣溫泉露頭資源網調查記載，至

2018年底台灣溫泉露頭有150處之多。現今日本整合德國水療法與「湯治文化」，

結合成精緻的溫泉醫療。學者植田理彥(2003)提出透過自然環境、溫泉、溫泉文

化與人與人間的互動，產生的生心理療癒效果，稱之為「溫泉浴療」，具有調節

自律神經，並可提升副交感神經的活性與紓解精神壓力。 

從全球觀點來看，森林綠色療癒及溫泉浴療已經引起各國景觀、林業、心理

學、健康促進、公共衛生、社福等廣泛領域研究者的關注。日本早於1943年設置

全球最早的溫泉法，並發展溫泉醫院及開設溫泉專科醫師的認證制度，使溫泉浴

療與現代醫學相互結合。法國、德國、義大利與奧地利已把溫泉療法的費用列入

健康保險可以給付的範圍，日本則視同醫療費用，可以用來扣抵稅金。日本全國

已有62 個經認證的森林療癒基地，韓國共建設41 處療養林，具體推行森林療癒

計畫和人員培訓，歐盟、澳洲和美國亦已推行相關綠色照護或自然促進健康福祉

法案。 

反觀台灣1996年觀光局開始提倡泡湯以來，並於1999年訂為溫泉觀光年，藉

以提振台灣觀光產業；林務局亦在2017年進行森林療癒之發展策略暨行動計畫研

究(袁孝維、林一真、余家斌，2017)，舉辦森林療癒研討會。台灣這塊寶島具有

豐富的森林及溫泉資源，但是台灣對森林療癒及溫泉浴療研究尚缺乏在地性測量

的量表，需要實證性研究數據資料，廣泛的收集森林療癒和溫泉浴療效益，以推

動森林療癒和溫泉浴療的制度及政策，鼓勵人們親近森林，促進國民健康和生活

質量，提升森林之多元治理之績效。 

二、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研究背景說明，本研究以森林療癒的概念與理論出發，修訂可供檢

測出森林環境造成受測者心理恢復程度的盤斯心情量表，在台灣西部與東部選擇

森林療癒場所，透過引導式健行之森林療癒活動及溫泉浴療活動之不同的活動，

檢測對旅客健康促進之效益，以提出台灣森林療癒場所及活動推行之建議。本研

究主要由森林健康促進與預防照護之角度，探討旅客至森林場域與參與不同活動

所獲得生心理效益之差異。具體而言，研究目的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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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構台灣本土之森林療癒盤斯心情(POMS)量測量表。  

2. 建立台灣森林療癒之生心理(心情與生理指標)效益整合模式。  

3. 探討不同森林活動(溫泉與森林體驗活動)對旅客在森林療癒之生心理健康

促進效益之差異 

三、文獻探討 

(一)森林療癒之心理效益 
依據文獻回顧發現日本學者岩崎輝雄(1986)在『森林健康學』書中提到透過

森林間的活動可促進血液循環，提高新陳代謝，轉換心情使副交感神經系統處於

舒展狀態，瀧澤紫織(2006)亦提出由森林活動來輔助現代醫療，進一步指出利用

認知的變化能協助參與者由負面思想轉變或正面思考。所以，由此可知森林是一

個提供人類安靜、和諧、舒適、愉快的休閒場域，而森林環境與休閒活動刺激五

感調節身體、放鬆心情，生心理功能改善互相強化達到身心的平衡效果。 

森林環境能夠提高積極的情緒狀態及減少消極的情緒狀態(朴范鎮等，2007；

李卿等，2012；藤原彰雄等，2017)，文獻回顧可發現許多學者應用盤斯心情量

表(POMS)測量心理情緒，該量表是由McNair等(1971)所編製，為具有65個題目的

問卷，主要評估6種情緒因素：緊張-焦慮、憤怒-敵意、疲勞、憂癒、活力及困

惑，原設計是用來測量精神病患的治療情形，以及對門診病患的諮商，後來

Shacham (1983)發現病患在壓力和痛苦情況下，很難在5至7分鐘順利完成測驗，

因此修訂為37題六個因素。之後Grove & Prapavessis (1992)根據 Shacham (1983)

量表刪除兩題沮喪題目，增加5題與自尊有關的題目，全量表共40 題七因素。目

前國內針對疾病病患情緒測量，仍多採用楊文琪(1996)依據 Shacham (1983)編製

之中文短版POMS量表(37題六個因素)，此量表經轉譯為中文版後採專家鑑別法，

包括血液科臨床醫師、臨床護理專家、護理教師等6位專家，針對其內容題目之

重要性與適用性予以評定，具高度專家效度，而信度之Cronbach's α為0.94。

學者許柏陽、盧俊宏等(2001,2003)以探索性因素分析及驗證性因素分析等方法，

建構量測運動選手在運動情境中情緒的盤斯心情量表問項37題，7個構面(活力、

自尊、困惑、疲勞、憤怒、緊張及沮喪)。該量表經過兩次修訂，呈現足以量測

七個運動情境的潛在因素。然而，目前國內尚未對盤斯心情量表進行量表之適配

性檢測。 

(二)森林療癒之生理效益 

在國內外相關森林療癒研究中，上原巖、李卿、朴范鎮、宮崎良文等人(1998, 

2005, 2011) 證實在森林環境中可降低血壓，Park et al.(2010)證實在森林比在

都市比中脈搏、血壓都較低。林一真(2010) 發現在林道步行後受測者生理指標

中血壓、心理指標的壓力症狀、負向情緒均顯著降低。林家民(2017)則發現參與

森林療癒導覽健行活動後，可有效降低心跳、血壓及唾液澱粉酶的活性，及降低

緊張、生氣、疲倦、沮喪等負面情緒。而研究方法中若透過生理回饋儀器來量測

受測者接觸自然之生理訊息反應和心理評量是適當的比較方法(Korpela,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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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umann et al., 2003, Chang & Chen, 2005)。Akselrod et al.(1981) 研究心率的功率

頻譜，發現低頻功率(Low Frequency, LF)與交感、副交感及腎素/血管收縮素的活

性有關，而高頻功率(High Frequency, HF)則與副交感神經活性有關，提出心律變

異(heart rate variability, HRV)可反應自律神經活性的基礎(陳高陽等，2000)。 

(三)泡湯浴療健康促進效益 
17世紀後半，德國的溫泉水療被政府列為國民健康醫療之一環，18-19世紀

日本則整合德國水療法與「湯治文化」，結合成精緻的溫泉醫療(姜淑瑛,2001)。

「泡湯」普遍成為紓緩壓力或是解除身體疲勞的方法，並成為一種生活習慣或文

化，甚至近年來因為生活壓力的增加，演變為自然醫療的方式。Hall et al.,(1996)

發現浴療(Hydrotherapy)可使人體達到深層放鬆、舒緩精神壓力。植田理彥(2003)

提出「溫泉浴療」可透過溫泉、自然環境、溫泉文化及人與人間的交流，產生療

效。黃泓嘉(2013)針對不同溫度及泉質，對生理及心律變異的影響研究發現，32

℃組的心跳速率降幅明顯大於41℃組；此外，41℃組的溫泉對交感神經刺激性高

於32℃組，高溫浸泡後整體自律神經活性的變化程度比浸泡低溫後少，表示情緒

處於平穩的狀態。謝孟蓉(2005)針對8周每周3次泡溫泉前後，分析交感及副交感

神經的變化發現，具有調節心臟自律神經功能，並使交感神經活性下降，副交感

神經活性上升。阿岸祐幸(2003)提出在安靜與空氣良好的溫泉地區泡湯，因身體

會受到綜合性的刺激，且會透過免疫力、內分泌或自律神經系統，產生出綜合性

的反應，所以，強化了身體的自然治癒的能力，促使失調的功能趨向正常。由此

可知，在溫泉區的泡湯活動，其產生健康促進的效益，非單僅為溫泉單一因素，

其所在的自然環境與溫泉產生的綜合性效應，可促進人生心理的健康以及恢復

力。 

(四)壓力族群健康促進效益 

接觸自然可提供個人、社會與健康的效益，Ulrich（1979）提出『自然能安

定身心』以及『自然助益假說』（Ulrich, 1981；曾慈慧，2002），Ulrich et 

al. (1991) 認為人類對環境的反應是以知覺（perception）為基礎，處理環境

資訊的結果，『情緒』是對環境資訊的第一個反應，是一種立即且直覺之情感反

應。Ulrich 之復癒理論是以心理層面為中心，強調情緒中的負面感覺減少以及

正面情緒的增加，（Ulrich, 1979, 1981; Ulrich et al., 1991），認為人之

所以能夠達到復癒是因為壓力的減少，感到放鬆，而非直接注意力的恢復

（Parsons, 1991）。研究主要是探討情緒恢復及心理壓力之消除(Hartig et 

al., 1991），由於強調心理因素，特別是情緒，Parsons（1991）將其命名為「心

理演化論」。學者研究顯示即使是單純的視覺觀看自然景物，也可引起平靜與寧

靜感等正向心理情緒感覺（Lewis, 1995），降低壓力、減輕焦慮與恐懼感（Ulrich, 

1979, 1993；Ulrich et al., 1991）。黃蘭茜等人(2014)提出由舒解情緒方法

可發現：植物的療癒系對於情緒或壓力紓解之幫助應該是針對「治標法」進行處

理，讓使用者「暫離情緒的刺激情境」的可能性；而營造療癒系植物的行為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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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為一種「興趣活動」，仍然屬於「治標法」的舒緩方式；也是處理壓力方法

中「間接行動」的方向，它提供使用者在壓力情況下「投入其他活動」的機會選

項。再以擬人化的面向來看植物療癒的功能，越符合擬人化條件之植物，使用者

越可能將情感投射於植物所給予的情境當中。 

(五)心律變異的演變與應用 

18世紀Hales(1733)提出心臟跳動時心跳速率與血壓及呼吸週期間的關係，

Akselrod et al.(1981)研究心率的功率頻譜，發現低頻部分與交感、副交感及

腎素/血管收縮素的活性有關，而高頻部分則與副交感神經活性有關，提出心律

變異(heart rate variability，HRV)可反應自律神經活性的基礎(陳高陽

等,2000)。歐洲心臟學會(European Society Cardiology)及北美心律電生理學

會(North American Society of Pacing and Electrophysiology)所成立之特

別工作小組於1996年公佈「心率變異性之量測，生理意義及臨床應用」的國際標

準。心率變異分析可分為時域分析法及頻域分析法。透過統計分析及幾何分析，

可計算出特定頻率範圍之功率，其定義如下：(何慈育等,2009) 

心率變異性(HRV) - 自律神經系統總活性指標。 

高頻功率(High Frequency, HF) - 副交感神經活性指標(陳高揚、郭正典、

駱惠銘，2000)。 

低頻功率(Low Frequency, LF) - 交感神經活性指標。(Montano et 

al.,1994;Malliani,Pagani,Lombardi&Cerutti,1991 ) 

低頻/高頻成份比值(LF/HF) - 交感/副交感神經平衡指標。 

 

在臨床的研究發現，電刺激副交感神經會使高頻(HF)成分有變化，而低頻

(LF)成分的成因雖較複雜，但有學者認為可代表交感神經的調控指標。交感神經

的活動白天占優勢，低頻(LF)較高，夜間休息時迷走神經活動相對增加，呼吸變

慢、血壓下降、心率減慢，高頻(HF)成分相對增強(郭博昭等,2016)。 

 

(六)小結 
從前述在森林療癒及溫泉浴療之研究可得知，這兩種休閒活動對人具有生心

理療癒效果，可促進人生心理的健康以及恢復力。但目前的研究中，尚未有研究

針對在森林環境中，不同的森林療癒體驗活動，對於受測者產生的生心理紓壓效

果之差異。因此，本研究先驗證森林療癒之盤斯心情量表適配性，再檢測心情量

表、及量測唾液澱粉酶指數、血壓、脈搏及心律變異等作為生心理壓力變化之數

值，進行了解生心理紓壓狀況及自律神經變化的情況，並比較從事單一森林療癒

體驗活動與兩種以上的森林療癒體驗活動(如泡湯)，對受測者生理及心理的活動

的影響關係與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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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方法 

(一)研究目的與假設 
本研究之目的為透過研究設計了解在台灣森林療癒場所中，量測受測者的生

理及心理變化，探討不同的森林體驗活動對於受測者的生心理紓壓狀況及自律神

經的變化，藉以探討其活動效益。 

依上述目的及文獻回顧，本研究假設如下： 

假設1 森林環境中進行森林療癒體驗活動後，受測者心理的負面情緒下降，

正面情緒上升。 

假設2 森林環境中進行森林療癒體驗活動後，受測者血壓、心跳下降，副交

感神經活動則提升。 

假設3 森林環境中進行泡湯體驗活動後，受測者心理的負面情緒下降，正面

情緒上升。 

假設4 森林環境中進行泡湯體驗活動後，受測者血壓、心跳下降，副交感神

經活動則提升。 

假設5 森林環境中，參加兩種以上的體驗活動，對受測者生理及心理的活動

效益大於單一體驗活動的效益。 

(二)研究問卷設計 
本研究的森林療癒活動屬於在森林裡的一種健康運動型態，故以楊文琪

(1996)參考 Schacham (1983)編製中文短版 POMS量表 6項構面為基礎，許伯陽、

盧俊宏等(2001,2003)所修訂的盤斯心情量表(POMS)相同的選擇其中相同內容的

問項，同時考量楊文琪(1996)所訂之盤斯心情量表為針對癌症病患及家屬所做，

若應用於量測台灣森林療癒情緒狀態變化會略有差異，故加入許柏陽、盧俊宏等

(2001,2003)所訂的自尊構面問項，並依原問項意義修正與問項語詞敘述方式，

共計 7個構面、30題問項(包含自尊 4題、緊張/焦慮 5題、生氣/敵意 5題、疲

倦/沒有活力 5 題、沮喪/憂鬱 3 題、混亂/困惑 4 題、精神/活力 4 題)，作為本

研究的情緒狀態變化問卷問項，如表 1。 

表 1 台灣森林療癒盤斯心情量表(POMS)問項表 

構面 問項內容 構面 問項內容 

1.緊張

/ 焦 慮

(5題) 

覺得容易緊張  

5.混亂

/ 困 惑

(4題)  

覺得生活一片混亂  

常常無緣無故感到害怕  覺得注意力不能集中  

感到內心不安  對未來充滿困惑  

不管任何事情都讓我感到慌張  對未來有不確定的感覺  

容易無緣無故擔心一些事情   

2.生氣

/ 敵 意

(5題) 

容易為一點小事而生氣  
6.精神

/ 活 力

(4題)  

覺得自己生氣勃勃  

做事時感到煩躁  覺得精力充沛  

覺得無法高興起來  覺得自己很有精神  

容易為一點小事而發脾氣  覺得自己充滿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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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 問項內容 構面 問項內容 

對自己的情況極為不滿   

3.疲倦

/ 沒 有

活力 

(5題) 

覺得自己被折磨的已沒有力氣想

任何事情  

7.自尊

(4題) 

覺得自己很有尊嚴  

覺得日子過得好累  
覺得自己有能力處理任何事

情  

感覺已經耗盡了所有精力  覺得自己是一個有價值的人  

感到筋疲力竭  我很滿意我自己  

覺得好累甚麼事情也不想做   

4.沮喪

/ 憂 鬱

(3題) 

覺得自己沒有用  

 

 

覺得將來沒有希望   

覺得自己不快樂   

(三)量測儀器 
為了解森林療癒場所的環境現況，同步調查現場進行森林療癒體驗活動前中

後之森林環境，其調查工具測量儀器與指標，參考前人研究(余家斌、林家民等

人，2017)，運用 TES-5321 空氣品質監測器及口袋式四合一環境品質儀進行溫

度、相對濕度、照明度、風速及懸浮微粒 PM2.5 數值量測，藉以瞭解森林環境狀

態；並考量現場操作時間，生理量測儀器以唾液澱粉酶濃度測定儀檢測唾液澱粉

酶指數；歐姆龍自動血圧計(HEM-7210)檢測血壓、脈搏及名片型心律變異分析儀

檢測心律變異等作為生理壓力變化之數值，量測儀器如圖 1。 

 

  
唾液澱粉酶濃度測定儀 歐姆龍自動血圧計 HEM-7210 

 
 

名片型心律變異分析儀 TES-5321空氣品質監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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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袋式四合一環境品質儀  

    圖 1：生理變化量測儀器及森林環境物理指標收集量測儀器 

(四)研究設計與流程 
本研究分為2階段，第一階段驗證盤斯心情量表，以確認構面及問項的信度

及配適度，以利進行第二階段的研究分析，分階段說明如下所述： 

第一階段  驗證盤斯心情量表 

1.取樣方法 

由於本研究是針對旅客進行生心情的測量，在樣本的取得上非常不易，為提

高樣本的數量以利驗證盤斯心情量表的配適度，本研究以在東眼山國家森林遊樂

區、花蓮七星潭北側編號第2618號防風保安林之森林體驗測量樣本，及花蓮富源

森林遊樂區之森林體驗測量樣本，以增加分析的樣本數。並且為了保持盤斯心情

量表在森林體驗活動的一致性，排除泡湯體驗及泡湯加人員引導森林療癒體驗之

問卷樣本。 

2.有效樣本數 

本研究進行盤斯心情量量表驗證情因素分析之總樣本總計220份問卷樣本，

其中包括三處的問卷來源如下所述： 

(1) 107年3月17、24、31日、4月1日於東眼山國家森林遊樂區共發出88份問

卷，有效問卷為52份問卷，回收率59%，盤斯心情量表問卷樣本前後測

共104份。 

(2) 107年4月20日於保安林花蓮七星潭北側編號第2618號防風保安林共發

出18份問卷，有效問卷為16份樣本，回收率89%，盤斯心情量表問卷樣

本前後測共32份。 

(3) 108年4月4月20-21、28-29日、5月4-5日於富源森林遊樂區共發出56份問

卷，有效問卷數42份，回收率為75%，盤斯心情量表問卷樣本前後測共

84份。 

第二階段 森林療癒體驗及泡湯浴療體驗之研究 

1.研究範圍 

富源森林遊樂區位居花蓮縣之中央地帶，並為花東縱谷平原與中央山脈之交

界處，行政區屬於花蓮縣萬榮鄉馬遠村，東邊緊鄰花蓮縣瑞穗鄉富源村。距花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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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約59公里，南至玉里鎮約31公里，隸屬林務局花蓮林區管理處總經營管理面積

為196.1680公頃。區內景觀秀麗、自然資源豐富，其蝴蝶的生態資源更是寶貴，

一直為鄰近城鄉居民休閒遊憩場所，民國72年正式規劃為「富源森林遊樂區」，

民國75年2月5日正式對外開放。 

區內有亞熱帶楠榕林相及樟樹造林地，釋放芳樟醇等芬多精。秀姑巒溪的支

流富源溪(舊稱馬蘭鉤溪，又名麻子漏溪)橫貫全區，形成瀑布並呈峽谷地形，沿

溪兩岸成險峻之斷崖，構成本區主要自然地景，成為體驗負離子的最佳地點。富

源溪床地表下有溫泉脈通過，並常隨溪水流量變換泉脈水流位置，泉溫為45℃至

55℃之間，泉質屬「碳酸氫鈉泉」及「碳酸氫鹽泉」。區內體驗設施中規劃露天

泡湯區及住宿區的室內湯屋，已成為體驗森林療癒的場所。 

 

2.取樣方法 

考量生理數值量測時避免因儀器與人員操作，造成量測數值之誤差，故前測

與後測均以同一人及同一部儀器進行量測。並依據不同森林療癒體驗類型，進行

不同的研究設計，分述如下： 

(1)泡湯遊客： 

溫泉湯屋休息區徵求受測者（填寫知情同意書）→盤斯心情量表問卷(前測)

→血壓、心跳及唾液澱粉酶(前測)→心律變異(HRV)(前測)5分鐘→進入露天泡湯

池至少15分鐘)→離開露天泡湯池進行盥洗及更衣→心律變異(HRV)(後測)5分鐘

→血壓、心跳及唾液澱粉酶(後測)→盤斯心情量表問卷(後測)，量測時間含泡湯

時間約需75分鐘。 

(2)慈濟科技大學教職員： 

泡湯前一日於該校教室進行（填寫知情同意書）→盤斯心情量表問卷(前測)→血

壓、心跳及唾液澱粉酶(前測)→心律變異(HRV)(前測)5分鐘，量測時間約需15分

鐘。泡湯當日上午10:00前(進入露天泡湯池至少15分鐘)→離開露天泡湯池進行盥

洗及更衣→心律變異(HRV)(後測)5分鐘→血壓、心跳及唾液澱粉酶(後測)→盤斯

心情量表問卷(後測)，量測含泡湯時間約需60分鐘。 

(3)森林散步體驗 

採便利抽樣法由富源森林遊樂區內委託經營廠商協助招募住宿區內的遊客，

進住時即進行知情同意書及POMS心理量表填寫，量血壓、心跳、唾液澱粉酶指

數及心律變異數值，並於隔日退房時再至同一地點進行心理量表填寫，血壓、心

跳、唾液澱粉酶指數及心律變異述職的後測。 

(4)泡湯加人員引導森林療癒體驗 

研究中擇8月3-4日的受測者於泡湯後先進行生心理的後測後，再由經林務局

花蓮林區管理處培訓的森林療癒陪伴員引導，進行1.5小時的五感森林療癒體驗

活動，體驗活動結束，再回到泡湯量測的地點，進行第二次生心理量測後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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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效樣本數 

 本研究受測者計77人，發放問卷數77份，有效問卷數64份，回收率為83%。

因有部分泡湯受測者同時進行泡湯後與人員引導森林療癒活動後的後測，故分述

其各別不同森林療癒活動類型的有效問卷數如下： 

(1)泡湯體驗發放 38 份問卷，有效問卷 34 份，回收率為 89%。 

(2)森林散步體驗發放 39 份問卷，其中有效問卷 30 份，回收率為 77%。 

(3)泡湯加人員引導森林療癒體驗發放 21 份問卷，其中有效問卷 20 份，回收

率為 95%。 

(五)資料處理 
本研究問卷資料分析以 SPSS 23.0、Á MOS22.0統計套裝軟軟體作為統計分

析之工具，對於問卷整體資料進行敘述性統計分析、驗證因素分析、信度分析及

T檢定，分析本研究各項假設。 

五、結果與討論 

(一)盤斯心理量表(POMS)驗證性因素分析 
本研究所修訂之盤斯心情量表(POMS)包括30個問項，是根據多位學者的研

究(楊文琪，1996；許伯陽、盧俊宏等，2001，2003)，然未檢驗於森林環境之適

配性，因此進一步運用驗證性因素分析，檢驗盤斯心理量表之負向情緒構面「緊

張/焦慮」、「生氣/敵意」、「疲倦/沒有活力」、「沮喪/憂鬱」、「混亂/困惑」，

及正向情緒構面「精神/活力」及「自尊」。若Cronbach's α值介於 0.35-0.7屬可

接受範圍；若Cronbach's α 值大於0.7 則屬高信度（邱皓政，2002）。此問卷量

表才符合信度標準，本問卷除沮喪/憂鬱的覺得將來沒有希望之α值為0.674，其

他問項皆0.7以上，為高信度，如表2所示。 

表2 盤斯心理量表信度分析 

構面 問項內容 平均數 標準差 構面平均數 信度 

緊張/
焦慮 

覺得容易緊張  2.42 0.969 

2.19 

0.837 

0.850 

常常無緣無故感到害怕  1.95 0.793 0.794 

感到內心不安  2.10 0.799 0.791 

不管任何事情都讓我感到慌張  2.02 0.788 0.828 

容易無緣無故擔心一些事情  2.48 0.914 0.812 

生氣/
敵意 

容易為一點小事而生氣  2.47 0.958 

2.30 

0.822 

0.854 

做事時感到煩躁  2.45 0.932 0.821 

覺得無法高興起來  2.03 0.841 0.842 

容易為一點小事而發脾氣  2.41 0.939 0.800 

對自己的情況極為不滿  2.16 0.859 0.832 

疲倦/
沒 有
活力 

覺得自己被折磨的已沒有力氣
想任何事情  

2.18 0.927 
2.22 

0.868 
0.883 

覺得日子過得好累  2.31 0.963 0.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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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 問項內容 平均數 標準差 構面平均數 信度 

感覺已經耗盡了所有精力  2.22 0.860 0.857 

感到筋疲力竭  2.21 0.830 0.838 

覺得好累甚麼事情也不想做  2.16 0.815 0.861 

沮喪/
憂鬱 

覺得自己沒有用  1.90 0.843 

1.99 

0.794 

0.806 覺得將來沒有希望  2.01 0.791 0.674 

覺得自己不快樂  2.06 0.832 0.731 

混亂/
困惑 

覺得生活一片混亂  2.14 0.813 

2.32 

0.868 

0.878 
覺得注意力不能集中  2.38 0.886 0.840 

對未來充滿困惑  2.24 0.945 0.831 

對未來有不確定的感覺  2.53 0.948 0.833 

精神/
活力 

覺得自己生氣勃勃  3.47 0.943 

3.57 

0.896 

0.898 
覺得精力充沛  3.55 0.912 0.852 

覺得自己很有精神  3.68 0.880 0.858 

覺得自己充滿活力  3.59 0.874 0.860 

自尊 

覺得自己很有尊嚴  3.56 0.922 

3.64 

0.773 

0.790 
覺得自己有能力處理任何事情  3.59 0.853 0.717 

覺得自己是一個有價值的人  3.81 0.831 0.719 

我很滿意我自己  3.60 0.830 0.733 

整體 Cronbach'sα= 0.868 

根據Bentler & Wu (1993)及Jöreskog & Sörbom (1989)認為驗證性因素分析之

門檻條件為因素負荷值必須在0.45以上，本研究所有(POMS)題項經一階驗證性

因素分析後之因素負荷值階介於0.66~0.87，任一題的誤差變異數皆為正數，且各

題的標準化係數皆未超過.95，並未發生違犯估計的現象一階驗證因素分析模式

之信效度及適配度，配適度良好不需刪除題項。在絕對配適度指標中Doll, Xia, & 

Torkzadeh（1994）之研究提到GFI大於等於0.8即可，以及MacCallum & Hong 

(1997) 提到AGFI大於等於0.8即可，在RKSEA小於0.08。而簡約配適度指標PGFI、

PNFI、卡方自由度比(NC)皆符合指標，表示模型沒有過度複雜，整體而言模型具

有可被接受的配適度，如表3、圖2所示。 

表3 配適指標表 

 配適指標 
檢定結果數

據 
適配標準建議值 適配判斷 

絕對
配適
度指
標 

卡方值 853.656 越小越好 模型適配 

RMSEA 0.075 優<.05 良<.08 尚可<.10 模型適配 

GFI 0.798 ≧.80 模型尚可 

AGFI 0.756 ≧.80 模型尚可 

簡約 PGFI 0.659 >.50 模型適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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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POMS一階CFA模式圖 

(二)富源森林遊樂區之環境及受測者背景 
本研究於富源森林遊樂區進行泡湯體驗、森林散步體驗，以及泡湯後加人員

引導森林療癒體驗三種，以森林散步體驗有效問卷30份、泡湯體驗發放有效問卷

34份，及泡湯加人員引導森林療癒體驗有效問卷20份，分析三種不同體驗的差異。 

1.森林環境指標 

調查期間量測研究範圍內受測者體驗森林療癒活動的森林環境的溫度(℃)、

相對濕度(%)、風速(m/s)、照度(LUX)及空氣品質PM2.5(μg/m3)，經統計發現研究

期間森林環境的風速較低，因富源森林遊樂區內有溪流與林木鬱閉度高，所以相

配適
度指
標 

PNFI 0.733 >.50 模型適配 

卡方自由度比(NC) 2.782 1<NC<3 模型適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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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濕度較高，在照度上因為泡湯活動在泡湯區，且泡湯時段從上午10時到晚上10

時，所以照度會因為調查時間為晚上或白天而有較大的差異。此外，從空氣品質

的數值來看，量測區域的PM2.5平均值為9.59(μg/m3)可見富源森林遊樂區的空

氣品質懸浮粒子含量很低，詳如表4。 

表4 森林環境指標量測統計表 

森林環境指標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標準差 

溫度(℃) 19.50 32.20 25.96±3.23 
相對溼度(%) 45.10 79.50 64.14±8.59 
風速(m/s) 0.00 3.50 0.24±0.78 
照度(LUX) 78.00 16580.00 4205.86±5174.97 
PM2.5(μg/m3) 1.00 22.00 9.59±5.35 

2.受測者社經背景資料 

統計有效樣本受測者64人的社經背景，測者男女的性別為男性24人(38%)，

女性40人(62%)、年齡31歲至40歲人數較多為22人佔34%、教育程度以大學居多

為24人佔38%，詳如表5。 

表5 受測者社經背景統計分析表 

社經背景 次數/ % 社經背景 次數/ % 社經背景 次數/ % 
性別 年齡 職業 

男 24/38% 30歲以下 10/16% 工 10/16% 
女 40/62% 31 歲-40歲 22/34% 公 9/14% 

教育程度 41 歲-50歲 12/19% 商 9/14% 
國小以下 2/3% 51 歲-60歲 12/19% 教 10/16% 
國中 2/3% 61歲以上 8/12% 學生 4/6% 
高中職 22/34%  家管 3/5% 
大學 24/38%  服務業 8/13% 

研究所以上 14/22%   其他 11/16% 

(三)森林散步體驗研究分析 
經各別統計不同的森林療體驗活動，其心情量表數值統計分析如下： 

1.盤斯心情量表(POMS)量測統計分析 

本研究採用IBM SPSS Statistics21.0統計軟體進行統計分析，有效樣本數為30

份，經分析擬訂的盤斯心情量表(POMS)前測各問項經信度分析Cronbach’s α為

0.91，其中構面緊張/焦慮0.88，生氣/敵意0.90，疲倦/沒有活力0.90，沮喪/憂鬱0.88，

混亂/困惑0.86，精神/活力0.90，自尊0.83；後測各問項經信度分析Cronbach’sα

為0.90，其中構面緊張/焦慮0.85，生氣/敵意0.86，疲倦/沒有活力0.88，沮喪/憂鬱

0.85，混亂/困惑0.86，精神/活力0.94，自尊0.83，前後測Cronbach’sα值均>0.7。

經成對樣本t檢定進行分析，各項構面前後測具顯著相關，前後構面均有顯著差

異。 

其中，負向情緒構面「緊張/焦慮」、「生氣/敵意」、「疲倦/沒有活力」、

「沮喪/憂鬱」、「混亂/困惑」後測值均有顯著下降；正向情緒構面「精神/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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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自尊」後測值均有顯著提升，如表6、7。 

 

表 6 森林散步體驗 POMS前後測各構面成對樣本相關統計 

 個數 相關 顯著性 

成對 1 緊張焦慮前 和 緊張焦慮後 30 0.72 .000
***
 

成對 2 生氣敵意前 和 生氣敵意後 30 0.69 .000*** 

成對 3 疲倦沒有活力前 和 疲倦沒有活力後 30 0.78 .000*** 

成對 4 沮喪憂鬱前 和 沮喪憂鬱後 30 0.82 .000*** 

成對 5 混亂困惑前 和 混亂困惑後 30 0.80 .000*** 

成對 6 精神活力前 和 精神活力後 30 0.86 .000*** 

成對 7 自尊前 和 自尊後 30 0.81 .000*** 

有效樣本數：30，*p<0.05**p<0.01***p<0.001，表示具顯著相關 

表 7 森林散步體驗 POMS前後測各構面數值分析 

構面 
前測 後測 

t p-value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緊張/焦慮 2.60 0.87 2.26 0.63 3.10 0.004
**

 

生氣/敵意 2.72 0.82 2.31 0.68 3.70 0.001
**

 

疲倦/沒有活力 2.48 0.84 2.14 0.65 3.53 0.001
**

 

沮喪/憂鬱 2.20 0.85 1.92 0.66 3.12 0.004
**

 

混亂/困惑 2.70 0.83 2.32 0.63 4.27 0.000
***

 

精神/活力 3.08 0.74 3.39 0.78 -4.29 0.000
***

 

自尊 3.32 0.68 3.49 0.58 -2.25 0.033
*

 

有效樣本數：30，*p<0.05**p<0.01***p<0.001，表示具顯著差異 

依盤斯心情量表各構面與性別進行獨立樣本T檢定，可以看出在不論透過森

林散步體驗後，不論男女在前後測中男性的負向情緒「沮喪/憂鬱」、「混亂/困

惑」都略高於女性，在前測中男性在負向情緒的「混亂/困惑」顯著比女性高。在

後測後中顯示不論男女在負向情緒的「沮喪/憂鬱」、「混亂/困惑」構面雖都有

下降，但男性仍顯著比女性還要高，如表8。 

表8 性別對森林散步體驗POMS前後測各構面之t檢定 

樣本 構面 性別 平均值 標準差 t 值 p 值 

前測 

沮喪/憂鬱 
男 2.56 0.83 

1.95 0.062 
女 1.96 0.81 

混亂/困惑 
男 3.13 0.78 

2.42* 0.022 
女 2.43 0.76 

後測 

沮喪/憂鬱 
男 2.25 0.70 

-2.38* 0.025 
女 1.70 0.56 

混亂/困惑 
男 2.67 0.68 

-2.74* 0.011 
女 2.08 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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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理量測數值統計分析 

本研究生理前後測量測血壓、脈搏、唾液澱粉酶及心律變異(HRV)之數值經

統計，計有30人在收縮壓、舒張壓、心跳、唾液澱粉酶活性、交感神經活性、HL

副交感神經活性前後測均量測為有效樣本。經分析其相關性，收縮壓、舒張壓、

心跳、唾液澱粉酶活性及交感神經活性顯著性均小於0.05，顯示前後量測數值有

顯著相關。另採成對樣本t檢定探討前後測數值的差異性發現，收縮壓顯著性p值

=0.003<0.05、心跳顯著性p值=0.045<0.05，成對樣本有顯著差異；在舒張壓、唾

液澱粉酶活性及交感神經活性p值均>0.05，並無顯著差異，故推論生理的前後測

數值變化無顯著差異，如表9、10。 

表 9 森林散步體驗生理測值相關性摘要表 

指標 個數 相關 顯著性 

血壓-收縮壓 30 0.859 0.000
***

 

血壓-舒張壓 30 0.884 0.000
***

 

心跳 30 0.748 0.000
***

 

唾液澱粉酶活性 30 0.702 0.000
***

 

LF交感神經活性 30 0.640 0.000
***

 

HF副交感神經活性 30 -0.017 0.928 

有效樣本數：34，*p<0.05**p<0.01***p<0.001，表示具顯著相關 

表 10 森林散步體驗生理數值前後測量測值差異性摘要表 

構面 
前測 後測 

t p-value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血壓-收縮壓 127.10 16.05 122.53 16.62 3.19 0.003** 

血壓-舒張壓 77.43 11.35 75.83 12.33 1.60 0.120 

心跳 74.73 10.37 78.10 9.57 -2.10 0.045* 

唾液澱粉酶活性 13.60 17.81 11.50 12.91 1.00 0.324 

LF 交感神經活性 361.73 365.07 430.16 497.63 -0.97 0.339 

HF 副交感神經活性 241.60 293.13 260.67 364.53 -0.22 0.826 

有效樣本數：34，*p<0.05**p<0.01***p<0.001，表示具顯著差異 

(四)泡湯體驗研究分析 
1.盤斯心理量表(POMS)量測統計分析 

本研究泡湯體驗有效樣本數為34份，統計擬訂的盤斯心情量表(POMS)前測

各問項經信度分析Cronbach’sα為0.88，其中構面緊張/焦慮0.88，生氣/敵意0.85，

疲倦/沒有活力0.92，沮喪/憂鬱0.74，混亂/困惑0.89，精神/活力0.87，自尊0.77；

後測問項信度分析Cronbach’sα為0.88，其中構面緊張/焦慮0.80，生氣/敵意0.84，

疲倦/沒有活力0.86，沮喪/憂鬱0.82，混亂/困惑0.79，精神/活力0.87，自尊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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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後測Cronbach’sα值均>0.7。經成對樣本t檢定進行分析，各項構面前後測具

顯著相關，前後構面除了緊張/焦慮外，其他構面均有顯著差異。其中，負向情緒

構面「緊張/焦慮」、「生氣/敵意」、「疲倦/沒有活力」、「沮喪/憂鬱」、「混

亂/困惑」後測值均小於前測值；正向情緒構面「精神/活力」及「自尊」後測值

均有顯著提升，如表11、12。 

表 11 泡湯體驗 POMS 前後測各構面成對樣本相關統計 

 個數 相關 顯著性 

成對 1 緊張焦慮前 和 緊張焦慮後 34 0.68 .000*** 

成對 2 生氣敵意前 和 生氣敵意後 34 0.65 .000*** 

成對 3 疲倦沒有活力前 和 疲倦沒有活力後 34 0.78 .000*** 

成對 4 沮喪憂鬱前 和 沮喪憂鬱後 34 0.53 .000*** 

成對 5 混亂困惑前 和 混亂困惑後 34 0.76 .000*** 

成對 6 精神活力前 和 精神活力後 34 0.59 .000*** 

成對 7 自尊前 和 自尊後 34 0.70 .000*** 

有效樣本數：34，*p<0.05**p<0.01***p<0.001，表示具顯著相關 

表 12 泡湯體驗 POMS 前後測各構面數值分析 

構面 
前測 後測 

t p-value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緊張/焦慮 2.37 0.78 2.20 0.61 1.73 0.094 

生氣/敵意 2.60 0.83 2.21 0.68 3.50 0.001** 

疲倦/沒有活力 2.48 0.91 2.17 0.70 3.22 0.003** 

沮喪/憂鬱 2.23 0.83 1.80 0.64 3.27 0.003** 

混亂/困惑 2.58 0.97 2.15 0.66 4.01 0.000*** 

精神/活力 3.54 0.70 3.87 0.60 -3.22 0.003** 

自尊 3.61 0.70 3.83 0.66 -2.47 0.019* 

有效樣本數：34，*p<0.05**p<0.01***p<0.001，表示具顯著差異 

依盤斯心情量表各構面與性別進行獨立樣本T檢定，各項構面 Levene 檢定

未達顯著性，顯示性別與上述構面無顯著差異。   

2.生理量測數值統計分析 

本研究生理前後測量測血壓、脈搏、唾液澱粉酶及心律變異(HRV)之數值經

統計，計有34人前後測均量測為有效樣本，經分析其相關性，收縮壓、舒張壓、

心跳及唾液澱粉酶活性顯著性均小於0.05，顯示前後量測數值有顯著相關，而交

感及副交感神經活性>0.05，成對樣本無顯著相關。另採成對樣本t檢定探討前後

測數值的差異性發現，舒張壓顯著性 p值=0.000<0.05、心跳顯著性 p值

=0.001<0.01，成對樣本有顯著差異；在收縮壓、心跳、唾液澱粉酶活性、交感神

經活性及副交感神經活性p值均>0.05，成對樣本無顯著差異，如表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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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 泡湯體驗生理測值相關性摘要表 

指標 個數 相關 顯著性 

血壓-收縮壓 34 0.859 0.000
***

 

血壓-舒張壓 34 0.884 0.000
***

 

心跳 34 0.748 0.000
***

 

唾液澱粉酶活性 34 0.702 0.000
***

 

LF交感神經活性 34 0.090 0.611 

HF副交感神經活性 34 -.0038 0.832 

有效樣本數：34，*p<0.05**p<0.01***p<0.001，表示具顯著相關 

表 14 泡湯體驗生理數值前後測量測值差異性摘要表 

構面 
前測 後測 

t p-value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血壓-收縮壓 123.97 24.26 121.15 22.16 1.282 0.197 

血壓-舒張壓 77.82 15.33 70.88 13.56 2.981 0.000
***

 

心跳 74.06 9.45 78.15 9.17 -0.310 0.001** 

唾液澱粉酶活性 16.41 27.18 11.38 15.30 -0.342 0.146 

LF 交感神經活性 599.91 1282.56 435.21 703.35 -0.846 0.411 

HF 副交感神經活性 472.32 1555.94 339.94 700.57 0.020 0.985 

有效樣本數：34，*p<0.05**p<0.01***p<0.001，表示具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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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泡湯加人員引導森林療癒體驗 
1.盤斯心情量表(POMS)量測統計分析 

以盤斯心情量表在泡湯前、泡湯後及森林療癒體驗後進行ANOVA分析，如表11所示。泡湯體驗後及森林療癒體驗後，對旅客在負

向情緒「緊張/焦慮」、「生氣/敵意」、「疲倦/沒有活力」、「沮喪/憂鬱」、「混亂/困惑」都有顯著降低，尤其是在泡湯後再進行森

林療癒體驗的效果顯著有效能降低負向情緒；而在正向情緒構面「精神/活力」及「自尊」在泡湯體驗後及森林療癒體驗後都有提升，

但在泡湯後再進行森林療癒體驗與泡湯後只有稍微提升但並無顯著差異。由研究可以看出，兩種以上的體驗活動，對受測者在負向情

緒的調適效益大於單一體驗活動的效益，但對於提升正向情緒者較沒有太大的差異。因此，未來可以設計活動協助負向情緒較高或需

要心理諮商及治療的人，持續進行研究。 

 

表13 泡湯前、泡湯後及森林療癒體驗後POMS之比較 

項

目 
構面 

整體(N60) (1)前測(N20) (2)泡湯後測(N20) (3)森療後測(N20) ANOVA分析 

MEAN SD MEAN SD MEAN SD MEAN SD F p scheffe 

盤

斯

心

情

量

表 

緊張/焦慮 2.25  0.74 2.52 0.83 2.34 0.63 1.88 0.62 4.44* 0.016 (3) < (1) 

生氣/敵意 2.28  0.81 2.71 0.82 2.31 0.71 1.81 0.65 7.56** 0.001 (3) < (1) 

疲倦/沒有活力 2.27  0.83 2.71 0.93 2.27 0.73 1.84 0.58 6.52** 0.003 (3) < (1) 

沮喪/憂鬱 1.93  0.83 2.35 0.93 1.85 0.73 1.58 0.66 4.99* 0.010 (3) < (1) 

混亂/困惑 2.36  0.88 2.78 0.97 2.21 0.73 2.09 0.81 3.79* 0.028 (3) < (1) 

精神/活力 3.63  0.69 3.33 0.75 3.75 0.54 3.80 0.68 3.10 0.053  

 自尊 3.84  0.67 3.56 0.73 3.96 0.62 3.99 0.61 2.64 0.080  

有效樣本數：20，*p<0.05**p<0.01***p<0.001，表示具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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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理量測數值統計分析 

以泡湯前、泡湯後及森林療癒體驗後之生理狀況進行測量測血壓、脈搏、唾液澱粉酶及心律變異(HRV)之數值並進行ANOVA分析，

如表18所示。泡湯體驗後及森林療癒體驗後，對旅客在「收縮壓」、「舒張壓」、「唾液澱粉酶活性」、「LF交感神經活性」、「HF

副交感神經活性」雖無顥著差異，但可以從「唾液澱粉酶活性」看出經過泡湯體驗後，數值有降低表示壓力值有降低，而在森林療癒

體驗後數值降低更多，有達到抒解壓力的效果，研究中可以看出泡湯體驗後及森林療癒體驗後對旅客在「心跳」速率具有顯著差異，

且泡湯後測量值最高。 

 

 

 

表18 泡湯前、泡湯後及森林療癒體驗後生理前後測之比較 

項

目 
構面 

整體(N54) (1)前測(N18) (2)泡湯後測(N18) (3)森療後測(N18) ANOVA分析 

MEAN SD MEAN SD MEAN SD MEAN SD F p scheffe 

生

理

數

值 

血壓-收縮壓 121.26  20.82  124.72  26.41  121.78  19.15  117.28  16.04  0.574 0.567  

血壓-舒張壓 74.46  15.08  78.78  17.36  70.72  13.92  73.89  13.36  1.32 0.276  

心跳 75.85  8.70  73.06  6.73  80.00  6.69  74.50  10.83  3.496* 0.038  

唾液澱粉酶活性 17.52  23.91  24.78  34.99  15.28  19.71  12.50  9.02  1.321 0.276  

LF交感神經活性 764.39  1200.53  918.83  1706.55  629.00  926.56  745.33  823.12  0.258 0.773  

 
HF副交感神經活

性 
604.89  1384.94  755.39  2120.18  489.33  942.66  569.94  746.10  

0.169 0.845 
 

有效樣本數：18，*p<0.05**p<0.01***p<0.001，表示具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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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論 
1.森林散步體驗 

本研究針對已發放的有效問卷38份中的有效問卷34份進行信度、獨立樣本t

檢定及成對樣本t檢定及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發現透過森林散步體驗，對於30位

受測者的負面情緒均有紓緩的作用，而對於正面情緒有提升的作用，在負向情緒

構面「緊張/焦慮」「生氣/敵意」、「疲倦/沒有活力」、「沮喪/憂鬱」、「混亂

/困惑」及正向情緒構面「精神/活力」及「自尊」均有顯著差異，其中「精神/活

力」差異性最明顯，故假設1：森林散步體驗後可降低心理負向情緒，提升正向

情緒為成立。且不論男女在前後測中男性的負向情緒「沮喪/憂鬱」、「混亂/困

惑」都略高於女性，在前測中男性在負向情緒的「混亂/困惑」顯著比女性高。在

後測後中顯示不論男女在負向情緒的「沮喪/憂鬱」、「混亂/困惑」構面雖都有

下降，但男性仍顯著比女性還要高。 

針對生理量測數值分析則發現，收縮壓、舒張壓、心跳及唾液澱粉酶指數前

後測數值均具有相關性，但僅收縮壓及心跳具有顯著差異，顯示森林散步體驗後

可調節血壓，使收縮壓有下降的情況，且在森林散步、健行對於心跳會有促進的

效益，而唾液澱粉酶指數差異性不大，初步探討有可能是部分受測者是進入森林

區域內進行前測的測試，因已進入森林環境，遠離日常生活壓力源，所以造成前

後測的生理壓力指數差異不大。此外，本研究中的生理量測指標的顯著相關性並

不高，此外，交感神經活性(LF)極富交感神經活性(HF)指數前後測均無相關性及

差異性，未能應證文獻回顧的結果，初步探討因自律神經活性的量測屬於較複雜

且費時，且因受測者自身生理狀況不同，故影響量測的結果，同時，本研究是在

散步後的隔日再進行後測，在時間因素上，亦有所影響，例如在研究調查期間往

往因為彼此間的互動（如有一家人因前一晚小孩不聽話而生氣罵小孩，導致所有

生理測驗如血壓、壓力值-液澱粉酶指數皆偏高)，而影響了血壓、心跳、自率神

經的變化及唾液澱粉的數值，故假設2：森林散步體驗後可紓壓、調節血壓、心

跳速度及提升副交感神經活性為部分成立。 

2.泡湯體驗 

本研究針對已發放的有效問卷38份中的有效問卷34份進行信度、獨立樣本t

檢定及成對樣本t檢定及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發現透過持續15分鐘以上的泡湯活

動，對於34位受測者的負面情緒均有紓緩的作用，而對於正面情緒有提升的作用，

除了「緊張/焦慮」構面沒有顯著差異外，負向情緒構面「生氣/敵意」、「疲倦

/沒有活力」、「沮喪/憂鬱」、「混亂/困惑」及正向情緒構面「精神/活力」及「自

尊」均有顯著差異，其中「精神/活力」差異性最明顯，故假設3：泡湯體驗後可

降低心理負向情緒，提升正向情緒為成立。 

針對生理量測數值分析則發現，收縮壓、舒張壓、心跳及唾液澱粉酶指數前

後測數值均具有相關性，但僅舒張壓及心跳具有顯著差異，顯示泡湯後可調節血

壓，且溫泉的溫度對於心跳會有促進的效益，而唾液澱粉酶指數差異性不大，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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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探討有可能是部分受測者是進入森林區域內進行前測的測試，因已進入森林環

境，遠離日常生活壓力源，所以造成前後測的生理壓力指數差異不大。此外，交

感神經活性(LF)極富交感神經活性(HF)指數前後測均無相關性及差異性，未能應

證文獻回顧的結果，初步探討因自律神經活性的量測屬於較複雜且費時，且因受

測者自身生理狀況不同，故影響量測的結果，同時，本研究僅量測單一次15分鐘

的時間，在時間因素上，亦有所影響。另在富源森林遊樂區的泡湯池中進行測試，

因受限於當地環境的影響，如：小黑蚊、受測者泡湯池互相交替使用、其他未受

測者的干擾、受測者間的交談等因素影響，造成研究結果，故假設4：泡湯體驗

後可紓壓、調節血壓、心跳速度及提升副交感神經活性為部分成立。 

3.泡湯加人員引導森林療癒體驗 

本研究針對已發放的有效問卷38份中的有效問卷34份進行ANOVA分析後

發現，泡湯體驗後及森林療癒體驗後皆顯著降低旅客在「緊張/焦慮」、「生氣/

敵意」、「疲倦/沒有活力」、「沮喪/憂鬱」、「混亂/困惑」的負向情緒，尤其

是在泡湯後再進行森林療癒體驗的降低負向情緒效果，顯著比只有泡湯體驗的效

果還要好。而在正向情緒構面「精神/活力」及「自尊」在泡湯體驗後及森林療癒

體驗後都有提升，但在泡湯後再進行森林療癒體驗與泡湯後只有稍微提升但並無

顯著差異。由研究可以看出，兩種以上的體驗活動，對受測者在負向情緒的調適

效益大於單一體驗活動的效益，但對於提升正向情緒的效果，旅客參加單一活動

及兩種以上的體驗活動之間並沒有顯著的差異。 

針對泡湯體驗後及森林療癒體驗後的生理量測數值分析則發現，對旅客在

「收縮壓」、「舒張壓」、「唾液澱粉酶活性」、「LF交感神經活性」、「HF副

交感神經活性」雖無顥著差異，但可以從「唾液澱粉酶活性」看出經過泡湯體驗

後數值有降低，表示壓力值有降低，而在森林療癒體驗後數值降低更多，有達到

抒解壓力的效果。研究中可以看出泡湯體驗後及森林療癒體驗後對旅客在「心跳」

速率具有顯著差異，過去有許多學者之研究指出浸泡熱水(38~40℃以上)會提升

心跳速率，浸泡結束後心跳速率會逐漸的下降(Lee et al.,2003；胡美春，2005；林

指宏，2008)，由研究可以看出，泡湯後心跳平均速率由75.85上升80.00，在森林

療癒體驗回復到74.50，亦符合心跳速率的變化趨勢。故假設5：森林環境中，參

加兩種以上的體驗活動，對受測者生理及心理的活動效益大於單一體驗活動的效

益為部分成立。 

(七)後續研究建議 
透過研究已可初步了解，在台灣的森林環境中，森林療癒的體驗活動及溫泉

浴療，皆能讓人有紓緩身心壓力的健康促進效益。本研究在生理數值量測使用心

律變異儀來測量森林療癒及泡湯前後受測者自律神經的變化，受限於量測時間每

次需至少5分鐘，往往造成受測者量測或等候時間過長的狀況，也影響受測意願，

即使有完成後測，其受測者的心情仍有受到影響而導致研究結有偏差。且在富源

森林遊樂區現場環境中，除受測者外，還有其他的遊客或工作人員，且露天泡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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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有不同溫度的泡湯池，實驗中未設定受測者泡湯區域，還有在進行森林散步體

驗可以預設相同的區域，例如一段步道並在回程後立即進行完後測，避免受到之

後的人、事、物的干擾因子，成為本研究的限制。後續在進行類似研究時，研究

設計及操作時，應盡量避免干擾因子，以獲得客觀且確實的研究數據。同時，後

續研究若要具體的了解都市生活的受測者，進入森林環境中進行療癒體驗的紓壓

效益，建議考慮前測的量測位置可選擇在都市地區，後側的量測時間與位置，可

選擇在森林地區，將可獲得較實際的研究數值。 

至後續研究議題上，因具有溫泉地景的森林環境中，其溫泉的泉質與溫度，

均因所在地理環境區位的不同，而有溫度與泉質的不同，不同的泉質及不同的溫

度，對於人生心理健康促進的效益，是否有差異?或不同的健康狀態的人，泡湯

後的健康促進效益會有所不同，仍值得後續進一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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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此次參與「永續地理學」的「島嶼研究」專題討論，藉由面對氣候變遷與

全球化之社會議題 ，由學術理論的建構轉向實務管理及社會踐之研究，配合

學校執行 USR計畫 。發表 「Measuring recreation carrying capacity of 

sustainable tourism on Little Liuqiu Island, Taiwan 」，關心台灣相關

推動遊憩療癒與地方經營(創生)之研究的部份成果。 配合地方創生 ，建制

social travel 的商業模式市場區隔，推動 偏鄉及離島在 休閒農業推動及 閒

置空間與勞力之再利用。藉由與世界各國休閒發展之交流及參訪經驗，作為 日

後帶動 USR計畫中，如何利用在地產業休閒化及相關觀光輔導，或在教學與實

務上，如何推動的承載量管理方法落實 與政府、民間及第三部門力量結合。 

本次研討會參與論的 主題為: 「永續地理學」，出國心得就依此發展本報

告內容 : 

1. 說明參與研討會目的及發表論文”Measuring recreation carrying 

capacity of sustainable tourism on Little Liuqiu Island, 

Taiwan」。 

2. 聆聽 Keynote speech 及研討會心得，整合個人多年來的 休閒 研究 

與資源保育模型的應用，尤其在「文化衝擊」及國外休閒 學者研究取

向在方法上的創新。 

3. 會後參訪的心得，自然及人文的島嶼資源 及社區推動生態旅遊（賞

鳥、郵輪）營運之相關資料的收集與應用。文化地景與社會的全球化

軌跡的現象觀察 研究。 

本次田野參訪及休閒的研究（景觀場所、活動行為儀式表演 景觀場所、

活動行為儀式表演 景觀場所、活動行為儀式表演 景觀場所、活動行為儀式表

演 景觀場所、活動行為儀式表演 …）呼應全球暖化、節能減碳的景觀資產與

全球軌跡執行社會實踐。收穫非常多，也將此次成果作為教學內容 ppt及日後

將以文章發表於造園季刊等相關學術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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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此次參與「永續地理學」的「島嶼研究」專題討論，藉由面對氣候變遷與全

球化之社會議題 ，由學術理論的建構轉向實務管理及社會踐之研究，配合學校

執行  USR 計畫 。發表  「 Measuring recreation carrying capacity of 

sustainable tourism on Little Liuqiu Island, Taiwan 」，關心台灣相關推

動遊憩療癒與地方經營(創生)之研究的部份成果。 配合地方創生 ，建制 social 

travel 的商業模式市場區隔，推動 偏鄉及離島在 休閒農業推動及 閒置空間與

勞力之再利用。藉由與世界各國休閒發展之交流及參訪經驗，作為 日後帶動 USR

計畫中，如何利用在地產業休閒化及相關觀光輔導，或在教學與實務上，如何推

動的承載量管理方法落實 與政府、民間及第三部門力量結合。 

  

   

 

 

 

 

 

 

 

 

 

二、過程： 

(一) 行程 

整個行程因為路途遙遠及轉機配合，在安排行程上作了些調整。轉機及停留

最為經濟的考量。並配合學校進行之研習課程，因此後段參訪行程加以調整。行

程參見下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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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討會重點內容 研討會重點內容 

1. 說明參與研討會發表之內容 , 發表 [Measuring recreation carrying 

capacity of sustainable tourism on Little Liuqiu Island, Taiwan 

Su-Hsin Lee, Jing-Shoung Hou（李素馨＆侯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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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聆聽 Keynote Speech 及研討會心得, 

 

 



1040114 修訂 

9 

3. 會後參訪田野的心得,島嶼與公園與城市關係及居民觀光產業地景之相關資料

的收集與應用有極大的衝擊。對於島嶼這種被觀光式殖民後的商品文化地景與

新社會的全球化軌跡的隱喻或人類學式的實證觀察有所心得。 

 

 
 

 

 

 

 

 

 

 

 



1040114 修訂 

10 

4. 尤以歐美風格的休閒研究與社會設計對於遊憩資源的重視,在研究上也進入社

會與文化方面的論述,呼應全球暖化、與全球化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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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此次参加會議的田野參訪,田野安排參訪在島嶼生態旅遊的資料與原住民文化

保育實地考察,收穫非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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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得： 

6. 深刻體認作為一個景觀與休閒學者在未來社會的使命與價值,尤其政府在推

動[地方創生]或[大 學社會責任(USR)]如何落實，有更多的體會與批判思

考。並關心氣候變遷與文化保存較有趣的課題，談環境資源保育與休閒空間

利用，取向用創新產 業的社會企模式 可以改變導向開發為主的經濟政策的

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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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報告的專業討論與會後交流相當受益良多，發現 這些年來各國在資源保育

的社會專業教育 專注於 更有系統的社會參與。學術研究長年累積成果!深

感追求大學排名的迷失，或看到在這裡大學追求社會責任實踐，地方創生應

是建立在實質的學習環境與豐厚人文思想。 

 

  

8. 會後在地研究是透過當地人這的參與才能 [地方化 地方化 ], 透過境外學

習與 參觀田 野學習休閒產業能與當地的人文特色呼應。消費才是經濟生原

動力 野學習休閒產業能與當地的人文特色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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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議事項：(請逐項分列並簡短說明，倘無建議事項，請寫「無」) 

項次 內  容 

採納情形 

（請勾選） 

已採行 未採行 研議中 

1 無    

2     

3     

五、附錄： 

附件一、研討會發表摘要及 ppt.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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