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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人類賦予時間意義，時間觀創造命運。時間透視的連續性與平衡程
度密切影響個體的適應與發展。本計畫分兩年進行，採混合設計方
式蒐集資料。第一年的重點旨在發展信效度兼具的中文版時間觀量
表，以瞭解國內大學生的時間觀樣貌，並採取平衡時間觀偏誤
（Deviation from a Balanced TimePerspective, DBTP）等方式來
操作平衡時間觀；同時探討平衡時間觀和各種測驗結果間的關係。
第二年的重點是承接與彙整第一年的研究發現，配合大學生的身心
特質，設計時間觀輔導介入方案，研究發現時間觀方案能有效提升
大學生的主觀幸福感。最後統整兩年的研究結果，發展時間剖面圖
診斷工具與教育輔導指南，無論是大學生或諮商師均發現新興的時
間觀研究能為教育與輔導實務注入新的活水源泉，幫助大學生對時
間產生更高度的覺察力、主控意識與選擇彈性，並樂意擴充時間視
野，重新設定自己的心理時間。在紛亂多變的世界中珍惜有限的時
間和寶貴的生命，追求更美好的身心健康、更理想的投資、更滿意
的學習、更和諧的社會關係和主觀幸福感，以及充滿希望的未來。

中文關鍵詞： 時間觀量表、平衡時間觀、時間觀輔導、時間觀剖面圖、主觀幸福
感、大學生

英 文 摘 要 ： Human being defines the meaning of time, and then our time
perspective dominates our destiny. The continuity and
balance of time perspective closely influence the
adapt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each individual.
This is a two-year program which based on mixed design to
collect data. The first year focus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time perspective inventory which
provides a valid,reliable individual differences metric.
For the purpose to understand the time perspective of our
domestic university students. We also adopted the Deviation
from a Balanced Time Perspective (DBTP) to operate the
balanced time perspective. An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alanced Time Perspectives (BTP) and various
test results. For the following year, we focused on our
first year study results to design and assess the time
perspective coaching intervention program that matches with
the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university students. In the end, the two-year study results
will be discussed,and Time Perspective Profile Diagnostics
Inventory (TPPDI) and educational guidance will also be
demonstrated. We found that the emerging research can bring
up new thought for education and counseling practice, help
university students to build up a higher self-awareness,
maintain self-consciousness and flexibility, and expand
their time horizons or even reset their psychological time
perspective. In the world of chaos and a limited lifetime,
the pursuit of a better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could
give us a more harmonious social relationship、higher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a promising future.



英文關鍵詞： time perspective scale、balanced time perspective、time
perspective
coaching、time perspective profile、subjective well-being、
university student



 

提升幸福的新取向:平衡時間觀的測量與時間觀輔導方案實施成效評估(2) 

中文摘要 

    人類賦予時間意義，時間觀創造命運。時間透視的連續性與平衡程度密切影響個體的適

應與發展。本計畫分兩年進行，採混合設計方式蒐集資料。第一年的重點旨在發展信效度兼

具的中文版時間觀量表，以瞭解國內大學生的時間觀樣貌，並採取平衡時間觀偏誤

（Deviation from a Balanced TimePerspective, DBTP）等方式來操作平衡時間觀；同

時探討平衡時間觀和各種測驗結果間的關係。第二年的重點是承接與彙整第一年的研究發

現，配合大學生的身心特質，設計時間觀輔導介入方案，並評估其成效。最後統整兩年的研

究結果，發展時間剖面圖診斷工具與教育輔導指南，無論失學生或諮商師均發現新興的時間

觀研究能為教育與輔導實務注入新的活水源泉，幫助大學生對時間產生更高度的覺察力、主

控意識與選擇彈性，並樂意擴充時間視野，重新設定自己的心理時間。在紛亂多變的世界中

珍惜有限的時間和寶貴的生命，追求更美好的身心健康、更理想的投資、更滿意的學習、更

和諧的社會關係和主觀幸福感，以及充滿希望的未來。 

 

關鍵字: 時間觀量表、平衡時間觀、時間觀輔導、時間觀剖面圖、主觀幸福感、大學生 



 

Abstract 

 

Human being defines the meaning of time, and then our time perspective dominates our 

destiny. The continuity and balance of time perspective closely influence the adapt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each individual.  

This is a two-year program which based on mixed design to collect data. The first year focus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time perspective inventory which provides a 

valid,reliable individual differences metric. For the purpose to understand the time perspective of 

our domestic university students. We also adopted the Deviation from a Balanced Time Perspective 

(DBTP) to operate the balanced time perspective. An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alanced Time Perspectives (BTP) and various test results. For the following year, we focused on 

our first year study results to design and assess the time perspective coaching intervention program 

that matches with the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university students. In the end, 

the two-year study results will be discussed,and Time Perspective Profile Diagnostics Inventory 

(TPPDI) and educational guidance will also be demonstrated. We found that the emerging research 

can bring up new thought for education and counseling practice, help university students to build up 

a higher self-awareness, maintain self-consciousness and flexibility, and expand their time horizons 

or even reset their psychological time perspective. In the world of chaos and a limited lifetime, the 

pursuit of a better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could give us a more harmonious social 

relationship、higher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a promising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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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計畫之背景、目的及重要性 

ㄧ、研究計畫之背景   

    有很長一段時間，諮商輔導、教育和心理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各種身心適應問題的診斷

和處遇。研究者投入相當多注意力在人們的憂鬱、焦慮、低成就、拒學症、霸凌行為和自傷

問題，希望能藉由減少破壞因子來增進心理健康和提高學業表現。尤其當今人口金字塔結構

明顯變化、平均壽命不斷延長，以及科技化浪潮帶動的生活秩序劇變現象，導致個人發展與

身心和諧之議題更備受關注。然而人類的心智運作十分複雜，在瞬息萬變的社會裡，要根本

徹底解決生活的困擾相當不易。在危機四伏的年代，或許增加保護因子是一個可行的方向。

主觀幸福感是心理健康的其中一個重要保護因子，也是美好生活的其中一個指標。陳慧娟、

游心慈、劉怡佳（2016）認為良好的生活適應並非隨機發生，而是受外在資源和內在資源有

所連結的動機前因所驅策。為了促進健康的生活風格、彰顯生命的意義並提高生活的滿意度，

個體的心理社會與環境因子都是有助理解的變項，而時間觀被視為運作於人類許多領域背後

的關鍵因素(Stolarski & Matthews, 2016）。 

    人類是世界上唯一受時間約束，同時又可以創造新時間文化的高等生物，人所以為人，

其核心在時間。Kant（1965）相信時間概念是「內在能力」，認為此能力大量豐富了人類體驗

世界的色彩。Lewin（1951）也曾提出生命空間模式（life space model），主張「時間充斥生命

空間」的說法，並將時間觀（Time Perspective,TP）定義為「個人在其現在所處時間中，對其

心理未來與心理過去的整體觀點」，此種將所有時間框架納入此時此刻的整合式觀點，與傳統

西方認為時間是等速不停地向前流動、無法倒轉之觀點相反。支持 Lewin 派的研究者認為「過

去與未來事件對當下行為有所影響，影響程度大到它們能實際展現於行為功能的認知層次

上」。Bandura（1997）強調行為調節的影響力是立基於個體對過去經驗感知、當下評價與未

來選擇的自我效能信念上。由此可知，監控時間可能是人類發展的基礎功能之一，在人類認

知功能進化過程中是至關重要的（引自 Webster, 2011)。時間觀的構成受到社會化過程、模仿、

教育、文化以及其他環境因素的高度影響(Seginer, & Noyman, 2005)。然而，它似乎也受到情

境因素的影響，如假期的到來或壓力。但是，儘管受到教養及環境因素的形塑，當時間傾向

主宰了個體的想法及行為時，時間觀則成為相對穩定的人格特質（Zimbardo & Boyd, 1999）。

無論對情緒、認知和行為動機皆有重要的影響與貢獻。 

 目前時間觀的研究已遠遠超越時間管理的探討，但大多數僅關注於單一的時間架構上（通

常是未來時間觀）。較少致力於過去時間導向的探索，同時評估一個以上時間構面的研究更不

常見，甚至幾乎缺乏平衡時間觀與正向幸福感存在關係的資訊(Boniwell, Osin, Linley, & 

Ivanchenko, 2010)，明顯未跟上當代心理學的主要潮流與人類迫切追求幸福人生的渴望。特別

是在長期看重教育，而學校現場又高度聚焦未來導向的華人文化，強化整合與平衡時間觀的

可應用範圍深具意義。事實上，時間關議題的探討並不反對過去心理學理論所提及的觀點，

也並非推翻先前不同領域對人類追求福祉的貢獻；反之，是融入了時代演變後的現實狀況，

以及更全面觀照和諧人生的核心元素。總之，不論是針對學生學習動機、壓力因應調適、自

我設限與拖延行為，冒險衝動、親密關係發展與人際溝通，或中年工作者的健康生活風格與

創造力、環境保護議題，甚至正向老化的研究，時間觀所涵蓋的複雜概念及有效應用，都已



 

逐漸受到注意。有鑑於此，本研究計畫旨在透過完整的文獻探討，重新關注時間觀在許多心

理學領域中的重要地位，並且已在進行中的第一年研究進程中，完成大學生訪談，檢視與西

方理論的契合程度，以做為編製大學生時間觀量表的依據。本年度期望繼續在第一年的訪談

與測量平衡時間觀的研究發現上，開發符應大學生平衡時間觀的時間輔導方案，相信時間透

視與時間觀教練的概念相當有機會在促進大學生健康成長、積極回饋社會的領域中發揮獨特

且生生不息的影響力。最終在時間光譜中，有能力因時因地自然流轉，和諧運作，創造自我

成長的心流經驗。 

 

二、研究目的 

(1) 接續第一年發展的大學時間觀中文版量表，找出大學生的平衡時間觀  

(2) 經由深度訪談，探討平衡時間觀的影響因子及動態發展歷程。 

(3) 開發時間觀輔導方案，並評估其實施成效(包括量化與質性分析)。 

(4) 統整深度訪談資料與量化資料，佐證實驗方案實施歷程的回饋訊息，發展時間觀剖

面圖診導工具與晤談指南，以供未來研究、教育與諮商人員使用。 

 

三、本研究之重要性  

相信很多人從小就將班傑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的名言:「時間就是金錢。」

奉為圭臬。但隨著電子商務趨勢、AI 人工智能的震撼，這句無懈可擊的西方諺語，在今日卻

被發現大錯特錯(鄧伯宸譯，2011）)。因為時間無法失而復得，乃是最人類稀有的資源，其

可貴遠遠超過黃金、鑽石、石油等金錢可購買的寶物。為了省時，人類費盡心思開發飛機與

高鐵等便捷交通工具；願意付出高額買取慢工出細活的手工製品；為了品嘗精心調製的食物

美味而捨棄價格親民的速食料理。同樣地，人們也願意付出高額成本實現人類自古以來青春

不老的夢想，這都是賦予時間內在價值的具體行動。特別是隨著年齡增長，對時間的主觀意

識不斷地改變。兒少時，普遍度日如度年，缺乏洞悉時間價值的智慧；中壯年時，卻常經驗

光陰荏苒，歲月如梭的無奈；老年時，又傷感生命短暫，猶如蜉蝣在世，深刻領悟時間流逝

的必然性。既然時間如此獨特珍貴且不可逆溯，如何趁早優化時間智商，應是在現代紛亂煩

擾社會裡優雅存活的關鍵素養。 

    個人如何看待時間，會產生深遠的認知、情感和動機層面的結果 (Stolarski,Wiberg & Osin, 

2015)。因此在實務現場，教育與輔導工作者都不否認，目前有越來越多尋求輔導或心理治療

的個案會帶著一個或多個與時間相關的議題。這些議題範圍之廣，從趕不上報告底線的拖延

症、追尋高刺激與風險的活動、沉湎於感情創傷記憶，繭居族與拒學症人數增加、缺乏社會

興趣的人際困擾、不願承擔責任的厭世觀，或者害怕思考未來等。為了解決層出不窮的時間

問題，近年來，在西方學術領域出現一個新興的學術名詞，稱為「時間觀」（Time 

Perspective,TP）。早在 1939 年存在主義大師 Frank 即呼籲「也許沒有任何比這更需要探索的

領域，因為所有人類行為動機與自我價值的評估都取決於個體的時間觀」。Lewin（1953）更

嚴肅聲明：「個體的行為不完全取決於他當下的處境，無論情緒、思想與行為歷程均深受其

未來期許，以及對自身過去的看法所影響。」（引自 Worrell & Mello, 2014）。將近 80 年後，



 

全球面臨科技的紅利與威脅失衡現象越趨嚴重的時代，Frank 的提醒不但沒有時空隔閡，反而

日益受到重視。 

最近，人們對於「時間觀(TP)的建構，可以作為許多現實生活結果最強韌有力之預測因

子的興趣日益增加 (Stolarski, Fieulaine & van Beek, 2015)。眾多西方研究已提供強而有力的證

據顯示，個人對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感受能預測重要的發展結果，例如健康 (Deary & 

Gottfredson, 2004; Guthrie, Butler & Ward, 2009)、延遲滿足  (Shamosh & Gray, 2008; Stolarski, 

Bitner & Zimbardo, 2011)、冒險和攻擊行為 (Zimbardo & Boyd, 1999; Zajenkowski & 

Zajenkowska, 2015)、教育成果(Alansari, Worrell, Rubie-Davies, & Webber, 2013; Deary, Strand, 

Smith, & Fernandes, 2007)、和工作表現（Seijts，1998; Stolarski,Fieulaine,& van Beek, 2014）等。 

雖然不同研究對時間觀在人境互動契合的貢獻各有不同，但有一個共識是當時間觀是採

取排除或限縮其他時間取向的觀點時，將使人的功能失調。而平衡時間觀（Balanced Time 

Perspective，BTP）目前已經被公認為是一種超越過去將時間取向分割且單獨調整，更正向的

替代觀點（Boniwell & Zimbardo, 2004; Boyd & Zimbardo, 2005）。因為 Boniwell 與 Zimbardo

（2004）發現仰賴單一種時間觀會限制一個人之意志，以及面對生命情境需求的能力，更有

甚者，可能會扭取我們的思考、觀點和行為。Zimbardo 與 Boyd(1999)提出「平衡時間觀」

可被視為適應性的指標，將其概念化為「根據任務特徵、情境考慮和個人資源靈活地聯鎖

(flexibly interlock)，有效切換 TP 的心智能力。BTP 理論上是以「過去正向與未來取向高分、

當下享樂中分、過去負向與當下宿命低分」的分量表組合，且比起個別時間導向而言，BTP

模型被推測與幸福感有更高程度的相關存在（Boniwell, Osin, Linley & Ivanchenko, 2010）。事

實上，Boniwell 和 Zimbardo（2004）強烈地推測平衡時間觀的建構與主觀幸福感（Subject 

Well-Being，SWB）具有穩定的高相關，迫切需要發展有效可靠的測量與諮商技術，提供教

育輔導人員更多元深入的工具來促進人類福祉。特別大學階段是探索未來目標以及奠定職涯

的關鍵時期，根據教育部統計資料顯示，大學生休學與退學的人數近幾年來維持穩定不降，

休學人數約占在校人數的 5%~6%，退學人數約占 6%~7%(教育部統計處，2017)。但事實上，

自 2006 學年起，多所大學已大幅放寬學業方面的退學規定，可見實際校園可能存有更多適應

困擾，但未達退學底線的邊緣學生。申請人有感於現代年輕人學習倦怠感蔓延、成癮人口激

增，自我傷害新聞時有所聞，於是開始積極探討個人對待時間的主觀態度與情緒在生活與學

習中扮演的角色，並嘗試在接續第一年的研究發現基礎上，認真設計豐富又貼近真實生活的

時間觀輔導方案，引領大學生走出與時間分裂的困境，以協助大學生重建平衡的時間觀，積

極追求生命意義和實踐社會貢獻。 

 

貳、相關之文獻探討及評述 

ㄧ、時間觀理論與各心理變項之關係 

  早在 1890 年，心理學之父 William James 即強調時間感受對心理的重要性，並將認為

間觀反映個人對時間的想法、態度與價值，且為瞭解自我經驗的重要依據（Carelli, Wiberg, & 

Wiberg, 2011）。當個人對特定時間觀關注程度越高時，代表一種特質風格，可預測其行為模

式與對各個層面事務的選擇（Stolarski,Bitner&Zimbardo,2011）。隨之而來越來越多研究積極



 

關注時間觀與心理構念之連結。當下享樂與宿命時間觀則與菸草或酒精成癮有關（Daugherty 

& Brase, 2010）；而有些研究更強調時間觀可能建構並影響個人對中性事件的情緒經驗

（Stolarski, Matthews, Postek, Zimbardo, & Bitner, 2014）。換言之，不同時間觀傾向可能導致個

人在回憶時，誇大或重新詮釋事件的本質。從重要文獻回顧可見時間觀涉及廣泛心理現象與

行為，然而應用於教育脈絡下的研究仍然相當不足（King, 2016）。現代大學生越來越多傾向

迴避或排除遠程目標追求、偏好立即性酬賞與愉悅活動、關注短程情緒改善而損失長期目標

實現等等，皆與不同時間觀存在密切關係。因此，若能從時間觀角度切入促進大學生生活滿

意與學業適應，或許能為教育與諮商輔導注入一活水源泉。  

Zimbardo 與 Boyd（2015）原始的量表建構僅顯示出上述五大時間觀，其後陸續有研究者

質疑在未來時間觀中同時包含了負向與正向的題目太過侷限，應該區分出未來正向與未來負

向觀點，因此新增並驗證了未來負向時間觀的構念，代表個體容易擔憂未來或者預期負向結

果，會為之規畫行動但也同時容易因而產生焦慮感，另將未來時間觀改命名為未來正向時間

觀以利區分（Carelli, Wiberg, & Å ström, 2015）。由於負向時間觀的提出時間較晚，目前國內

僅陳慧娟、游心慈與劉怡佳（2016）的文獻曾將未來負向時間觀納入。申請人認為個體對未

來的擔憂很可能與各項適應與情緒調節有關，是以也將未來負向時間觀列入考量。 

六大時間觀的相關因素，同樣整理於表 1，未來正向及過去正向時間觀均與情緒智力呈

正相關、與心理憂鬱程度負相關；相反的，過去負向及當下宿命時間觀則與情緒智力負相關，

與心理憂鬱程度正相關，未來負向時間觀亦與憂鬱及焦慮特質有關（Stolarski, Bitner & 

Zimbardo, 2011; Laghi, Pallini, Baumgartner & Baiocco, 2015）。當下享樂時間觀與生命滿意

度、主觀幸福感正相關（Laghi, et al., 2015; Desmyter & De Raedt, 2012），當下享樂與宿命時

間觀均與學業動機低落有關（De Bilde, Vansteenkiste & Lens, 2011），當下宿命時間觀又與認

知能力負相關（Zajenkowski, Carelli, Ledzińska, 2015），也與適應不良的完美主義及憂鬱症狀

有關（Lagoutina, 2016; Desmyter & De Raedt, 2012），此外，高度神經質者若聚焦於當下，則

其自尊會更加低落（Sobol-Kwapinska, 2016）。最後，未來正向時間觀與整體認知能力、工

作能力均呈正相關（Zajenkowski, Carelli, Ledzińska, 2015），是高度學業與職場成就的預測因

子，也有助於提高學生學業動機（Peetsma, 2000 ;Przepiorka, 2016）。 

 

表 1 

六大時間觀整理表 

時間觀 意涵 相關因子 

過去正向 對過去抱持溫暖、感性且友好的態度。 
與高自尊、高情緒智力、高生命滿意

度、低憂鬱、低焦慮有關 

過去負向 

對過去普遍抱持負向的觀點，可能起於實

際創傷經驗，或者是個體主觀上將過去中

性事件重新建構成負向的。 

與高度憂鬱、高焦慮、低自尊、低生

命滿意度有關。 

當下享樂 

享樂主義者，對人生抱持快樂至上的態

度，且勇於冒險，具高度衝動性，傾向追

求新鮮與感官刺激，鮮少考慮行動的未來

後果。 

與高度冒險行為有關，也與生命滿意

度、正向情緒正相關。 

與低度學習動機有關。 



 

當下宿命 

相信未來是注定的，人類是受到命運影響

而行動，自己無力掌控，較少考量未來後

果，因為覺得考量了也無用。 

與低認知能力、低情緒智商有關。與

適應不良之完美主義及憂鬱症狀有

關。 

未來正向 

對未來抱持普遍正向的觀點，且在行為上

會努力為未來目標及酬賞努力，能夠考慮

未來，通常與自律特質有關。 

與高度認知能力、工作記憶功能、情

緒智力、生命滿意度及正向情緒有

關。 

未來負向 
悲觀態度主宰個體對未來的想法，會對未

來感到焦慮而影響當下行為。 
與焦慮、神經質、情緒低落有關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必須注意的是，雖然當下宿命、當下享樂與過去負向時間觀普遍與適應不良有關，例如 

Gruber、Cunningham、Kirkland 與 Hay（2012）也發現雙極性情感疾患者之過去負向時間觀、

當下時間觀偏高、未來時間觀偏低，但 García 與 Ruiz（2015）仍強調：每一種時間觀都有其

功能，並沒有絕對好壞，且任何一種時間觀過高或過低，都可能因時間觀失衡而導致適應不

良。最後，每種時間觀的差異都在於程度高低，並不互斥，Bernstein 與 Benfield（2013）指

出：在適當情境下，時間觀會受情境、事件或介入的影響而改變。也就是說，時間觀失衡將

不利於身心發展，但若能夠覺察並適當地調整自己的六大時間觀，在適當的情境下發揮功能，

生活中的情緒與認知因子也會跟著有所改善。 

 

 

 二、年齡與時間觀剖面圖   

    時間觀的學者皆假定與年齡相關的改變發生於人生各個階段，因此不同年齡階段的時間

觀發展與組合會有不同。尤其重視童年到青少年的轉換期，個體的認知能力逐漸成熟，同時

也面臨心理社會適應等多重面向的轉折與改變，而解決這些挑戰的方式與承諾會影響其適應

性和自我統合的程度（Adams & Berzonsky,2008; Laghi,Baiocco,D'Alessio, & Gurrieri,2009）。

Seginer & Noyman （2005），以及Pace與Zappulla（2011）主張要達成自我統合的任務，需要

整合自我與社會情境，以及過去、現在與未來的自我表徵，因此青少年時期是探究時間觀的

重要人生階段。雖然目前還少有針對青少年適性輔導與時間關係的研究，但Lewin（1939）認

為，進入青春期後，個體對自我身份認同的關注提升，當下行為對未來的影響之覺察，始於

這個年齡階段。Cottle與Klineberg（1974）也發現，青少年時期開始明白辨別過去、現在和未

來之間的關係，會重新探索過去記憶並綜合重要的早期身份認同，據此建構不同時間自我的

一致性與穩定的價值觀，以創造出整合的自我基模(self-schema)，進而達成承諾，追求有意義

的未來(引自Fiorenzo,Roberto,Francesca, Angela,& Emma,2013)。 

  綜合言之，無論從學理或實務研究上，青少年時期都被視為是發展自我統合任務的敏感

階段（Laghi, Liga, Baumgartner, & Baiocco, 2012）。良好的時間觀對青少年過去生命經驗的反

思、當下課業學習的行為管理與情感投入，以及規劃未來的方向與自我效能都有正向關聯

（Berzonsky & Adams,1999; Luyckx, Lens, Smits, & Goossens, 2010）。因此在教育場域中，如

何利用診斷工具分析學生的時間觀剖面圖，以最佳化青少年的學習成效與生活適應，藉以培



 

養一個更為負責任且健康的個體，是值得深入探究的新方向。 

 

 三、幸福感與平衡時間觀的關係探討 

    隨著時代快速的進步，人們對於幸福感的追求逐漸重要。近年來，關於幸福感現況調查

與實徵研究已成為風潮。根據聯合國（United Nations, UN）《2018世界幸福報告》的統計資料，

排名前四名皆由北歐國家包辦，亞洲為首的台灣排在第26名。顯然，東西方社會在幸福感體

驗上有落差，而國家的經濟條件（例如：國內生產總值，人均收）雖是指標之一，但不是唯

一標準（Diener, Oishi, & Tay, 2018）。以美國作為世界最強的經濟體為例，其幸福感逐年下滑

（Myers & Diener, 2018），這說明了除了經濟條件，心理與社會變項亦是評量幸福感的重要來

源。過去對於幸福感的研究當中，紛紛提到社會自由度、社會支持、社經地位和收入等能夠

良好地預測個人的幸福感（Diener, Pressman, Hunter, & Delgadillo‐Chase, 2017b; Myers & 

Diener, 2018）。Seligman（2002）認為除了「外在環境」，生活中的意義感、良好的人際關係

和成就感等皆與幸福感有相關。只是目前許多報告與統計資料大部分皆以「外在環境」去解

釋，而非從「個體差異」的角度出發，因此較難解釋在相同環境發展的兩個人，對於自身的

幸福感有差異的現象。於是，許多研究者紛紛關注一個嶄新的心理素養，即時間觀，對時間

的感知與態度，引發了眾多學者的關注，積極展開探討時間觀對於塑造幸福感的潛在影響力

研究。 

    有愈來愈多證據指出，個體的時間觀差異與幸福感有關，即使是在控制了人格特質的標

準向度以後（Zhang & Howell, 2011），時間觀預測各種相關指標，包含生命滿意度（Boniwell, 

Osin, Linley, & Ivanchenko, 2010）、健康行為（Daugherty & Brase, 2010）、心理健康（Vowinckel, 

Westerhof, Bohlmeijer & Webster,2015）以及短期情緒波動（Stolarski, Matthews, Postek, 

Zimbardo, & Bitner, 2014），每一種時間觀向度或多或少都與幸福感有關（Cunningham, Zhang, 

& Howell, 2015），但最一致的效果仍常見於平衡時間觀之建構（Zhang et al.,2013）。 

   Zimbardo與Boyd（1999）將時間觀定義為「將個人與社會經驗分派至不同時間類別或時間

框架的連續流，有助於凝聚事件並賦予那些事件次序與意義，通常是種無意識的歷程」。這種

知覺歷程是動態的，但個體通常會相對更強調其中一種時間架構，或者慣性聚焦於某個時間

架構，而演變成一種相對穩定的偏差（Boniwell & Zimbardo, 2004），即反映出個人的時間觀

型態。時間是有限的，過度運用一種時間類別將使我們無暇顧及其他時間，舉例來說，一個

人可能長期關注未來，致力於達成驚人的職業成就，卻無法感到幸福，因為沒有發展出足夠

的能力去活在當下，像這樣的時間偏差可能是各種因素造成的結果，包含個人經驗、文化、

宗教、社會階級、教育（Zimbardo & Boyd, 2008）、人格特質（Dunkel &Weber, 2010）與創傷

經驗（Sword, Sword, Brunskill, & Zimbardo, 2014）等。對時間架構最具適應性的態度被稱為

「平衡時間觀」（Balanced Time Perspective, BTP; Zimbardo & Boyd, 1999），學者們將平衡定義

為「能依據不同任務特性、情境需求與個人資源，有效地在不同時間觀之間轉換的心智能力，

不會執迷於無法適應於各種情境的特定時間觀」（Zimbardo & Boyd, 1999）。 

    關於平衡時間觀的測量，目前已有許多西方研究者持續發展出適用的測量模式，

Stolarski、Bitner與Zimbardo（2011）處理了先前的測量難題，發展出一個新的平衡時間觀指

標：平衡時間觀偏差指數（Deviation from Balanced Time Perspective, DBTP），這是在測量



 

Zimbardo和Boyd（2008）所陳述之最佳時間觀型態與個體時間知覺之間的差異，測得的結果

代表每個人時間觀失衡的程度。DBTP的基礎是假定每一個時間觀分量表都有一個「最佳」分

數點，而平衡時間觀主要便是取決於個體與這些最佳點的距離有多近。根據前述Zimbardo及

Boyd（2008）所提之每一個時間觀向度的「最佳」分數，可以計算DBTP值： 

DBTP = 

 
 

    其中對每一個時間觀向度都進行這樣的測量，以此，計算每一個ZTPI之最佳得分與個人

得分之間偏差平方和之根。DBTP值趨近於零即代表平衡時間觀近乎完美（理論上的理想型），

而正向數值越大則代表個體的時間觀失衡（且人們預期那是非適應性的）。 

  當然這個方法也不是完美無缺，但目前可得知以Zimbardo時間觀量表評估BTP的方式

中，這個方法被視為最佳選項（Stolarski, Wiberg, & Osin, 2015; Zhang, Howell, & Stolarski, 

2013），本研究在第一年即以此法測量大學生的最佳平衡時間觀，並做為第二年身度訪談與設

計時間觀方案的重要依據。 

 

四、時間觀教練在教育、輔導與諮商的應用 

 時間觀之於教育與諮商輔導工作，正如空氣之於生命，助人者或者受助者都身在其中、

與之共舞甚至深受影響，卻未必會察覺它的存在。檢視各大諮商或心理治療理論取向的介入

重點，會發現各個流派自有其重視的時間向度，舉例來說：精神分析著重探索當事人的早期

經驗，協助當事人頓悟、洞察，即是偏重過去時間向度；經驗取向治療強調透過此時此刻的

互動、體會與覺察來產生改變，當下時間向度在其間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而後現代取向致力

於協助當事人外化問題、尋找例外，與其合作訂定未來目標並找到解決方式，則是以當下時

間與未來時間向度為工作焦點（修慧蘭，2013），助人者帶著自身對過去、現在與未來的觀點

工作，勢必也會影響其介入的選擇（Kazakina, 2015），除此之外，許多困擾人類的議題，諸

如拖延、容易分心以及憂鬱等，都與時間觀有關（Boniwell & Osin, 2015），也顯示了時間觀

在助人工作中的重要性。 

雖然，時間觀是如此重要又隨處可見，但選擇以時間觀作為實務處遇焦點的人仍相對稀

少（Sword, Sword & Brunskill, 2015）。事實上，如果助人者能夠在現有的理論架構下更進一

步，有意識地去評估當事人的時間觀型態，乃至在介入方案中融入時間觀理論，協助當事人

調適、產生更具適應性的時間觀組合，將有機會協助當事人產生更豐富而持久的進展

（ Boniwell & Osin, 2015; Kazakina, 2015; Sword, Sword, Brunskill & Zimbardo, 2014; Sword et 

al., 2015）。 

目前，最早記載於文獻中的時間觀介入方案，是針對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患者的治療，該方案在敘事治療中融入時間觀，聚焦於當事人對過去、

現在與未來的知覺（Sword et al., 2015），首先透過 ZTPI 問卷辨識出當事人失衡的時間觀，

接著進一步提供時間觀相關訊息，邀請當事人覺察自身時間觀的扭曲與否，最後針對當事人

的需求，建立相對應的時間觀以平衡其整體時間取向（例如：促發未來正向或過去正向時間



 

觀，藉以平衡 PTSD 患者過高的過去負向時間觀）。治療結果確實能夠有效地降低退伍軍人

的焦慮、憂鬱及 PTSD 症狀，且其整體時間觀也更趨平衡（Sword et al., 2015）。Sword 等人 

更進一步提出，過去治療 PTSD 的方式著重於當事人的過去與當下時間向度，相對忽略了未

來時間向度，而後者是非常重要的希望感來源，據此，活用時間觀點，強調未來的光明面，

漸漸協助當事人轉化過去負向的觀點，促發平衡時間觀，可能是治療方案產生效果的重要因

素。 

 另一方面，提升當事人時間觀的「彈性」，使其能夠依據情境，自由地選擇並轉換時間

焦點，而非僵化地聚焦於某個特定時間向度，也是時間觀輔導或心理治療相關方案的重點

（Kazakina, 2015）。至於，實際上要做些什麼才能促使當事人逐漸改變時間觀、增加彈性呢？

有研究者針對每一個時間觀向度提出相應的介入處遇建議，譬如說：藉由表達性書寫和寬恕

練習，可能有助於過去負向時間取向過高者，放下自己對過往的種種不滿；而邀請當事人製

作「正向歷程檔案」，則可能提升其過去正向時間觀點；另外，若當事人願意，「墓誌銘」

書寫活動也將有助其反思自身生命優先順序，並針對這些優先順序訂定未來目標，提升其未

來時間觀點（Boniwell & Osin, 2015）。如此，透過各種方式提升當事人的平衡時間觀，也可

能有助於提升當事人的身心健康及社會功能（Stolarski, Wiberg & Osin, 2015）。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時間觀的論點與從中延伸發展相關診斷與晤談工具，對於實務工作

領域是極具潛在應用價值的，值得更多不同領域研究與助人實務者共同投注更多心力探討，

累積出更多厚實的數據，試著提升「時間敏感度」，特別是幫助「與時隔絕」的大學生，用

和諧的心情進行時間之旅，重新設定有適應性的心理時鐘，找到幸福之鑰。 

 

参、研究方法、進行步驟、研究倫理及研究限制 

本計畫的完整性與意義性分兩年逐步完成。前一年從深度訪談驗證國內大學生對時間的

看法和感受與西方時間心理學理論的契合程度，據此做為發展中文量表可行性的參考。另外

藉由客觀工具的編製考驗其信效度，以發展本土化的中文版時間觀量表，瞭解國內大學生的

時間觀樣貌，並測量大學生之平衡時間觀；同時探討平衡時間觀和各種測驗結果間的關係。

以下具體說明第二年之研究重點、方法和執行步驟。 

第二年有三個重點(1)針對不同平衡適應的大學生進行深度訪談；(2)是彙整第一年的研

究發現，配合大學生的身心特質，設計時間觀輔導介入方案，並評估其成效；(3)統整這兩

年的質性訪談、量表中文化、釐清平衡時間觀與各效標的關係，以及時間觀方案實施成效檢

討與訪談分析，發展時間剖面圖診斷工具與教育輔導指南，期望新興的時間觀研究能為教育

與輔導實務注入有效的新元素，幫助大學生對時間產生更高度的覺察力、主控意識與選擇彈

性，並樂意擴充時間視野，重新設定自己的心理時間。以下說明具體之研究方法與進行步驟。 

 

 

ㄧ、研究設計 

   1.研究參與者 

  從第一年受測學生樣本中，挑選出成低、中、高程度平衡程度學生，寄送邀請涵，同時

也用電郵及電話聯絡等多元方式主動徵求其受訪意願。預計邀請三組不同平衡程度(盡量考



 

慮不同性別)各3名，共9位大學生為對象，進行資料之蒐集。 

  教學實驗進行方面，經由在臺師大校園公共區域張貼宣傳海報、課堂宣導，公開招募，

亦可主動邀請或請諮商人員、教師、同學推薦，預計招募52位台師大各系學生自願報名參加。

隨機分成兩組，ㄧ組27人是第一梯(當成實驗組)；另一組26人是第二梯(先設定為控制組)。 

   時間觀輔導方案實施成效訪談方面，共邀請每組各12人接受深度訪談，以瞭解方案之

實施成效與調整活動設計之依據。     

 

    2.研究工具 

 第二年之研究除部分直接使用第一年編製的工具，如深度訪談邀請函、參與者同意書、「時

間觀與平衡時間觀」訪談大綱、時間觀深度訪談守則、時機觀訪談大綱、訪談紀錄表、逐字

稿謄寫保密同意書，以及時間觀量表。另外配合第二年研究需要發展之新工具扼要說明如下

節。  

(1).幸福感量表 

  本量表初稿編製，是參考 Butler 與 Kern（2016）所編製的幸福五元素量表（Positive affect, 

Engagement, Relationship, Meaning and Achievement, PERMA well-being）。經原作者授權同意

之後，加入「生活滿意」為第六分量表，形成本研究的幸福感量表。本量表有 25 題源自於

Butler 與 Kern（2016）的幸福感量表，5 題採用 Diener 等人（1985）的生活滿意度量表（Diener 

et al., 1985）。全量表共計 30 題，共有 6 個面向，分別是正向情緒、投入、意義、人際關係、

成就感和生活滿意。5 題正向情緒（例題：我的心情非常愉悅），5 題投入（例題：在做自己

喜歡的事情時，我覺得時間過得很快），5 題意義（例題：我做的事情大部分都有價值），4 題

人際關係（例題：當我需要幫助時，我隨時可以得到支援），6 題成就感（例題：完成生活中

的挑戰讓我很有成就感），5 題生活滿意（例題：我對生活感到滿意）。 

本量表採用李克特（Likert）6 點量表，請受試者依照自己這半年到一年的時間的實際情

形作答，1 分為非常不符合，6 分為非常符合。 受試者在各分量表得分越高，代表該向度的

幸福感越佳。總分越高，代表受試者的整體幸福感越高；反之，總分越低，代表受試者的整

體幸福感度越低。依據陳柏熹（2011）的標準刪減題目：（1）高低分組受試者（高分組為前

27%得分，低分組為後 27%得分）在 t 考驗達.03 的顯著差異水準；（2）修正後試題與總分相

關係數小於.3；（3）刪除該題後的 α 係數提高；（4）因素負荷量小於.45 的題目。根據上述的

指標，未達標準的題目第 2、 4、30 題（刪題後 α 係數提高）。 

信度方面，本研究採內部一致性進行考驗，分析結果顯示全量表內部一致性為 .94、正

向情緒 .88、投入 .80、意義 .81、人際關係 .75、成就 .89 和生活滿意 .88。效度方面，本

研究以主成分分析之最大變異轉軸法進行因素分析，抽出 6 個因素，其中第 9、13、17、23、

28 未落在原先設定的因素內，因此本研究決定將該題目刪除。刪減題目後，KMO 值為 .93，

其餘結果符合原編製構念與題項，因素一為「成就感」、因素二為「投入」、因素三為「生活

滿意」、因素四為「正向情緒」、因素五為「意義」、因素六為「人際關係」，特徵值為 1.83 至

3.54，六個因素的解釋變異量為 72.92。 

本研究進一步以 412 個正式樣本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如圖 3-3-2。

根據表 3-3-3 的模型適配度摘要表可發現幸福感二一階層六因素模型適配結果，卡方與自由

度比為 4.07，p 值小於.01 達顯著達顯著，GFI 為 .82，AGFI 為 .79，RMSEA 為 .09，CFI



 

為 .88，算是可以接受的適配（黃芳銘，2007），顯示刪減題目後的研究工具有尚可的建構效

度。 

 

(2).時間觀量表 

本研究所採用時間觀測量工具，係採用陳慧娟等人（2016）翻譯中文化版本時間觀量表，

全量表共分為三個時區（過去、當下與未來）、六種時間觀（過去負向/正向時間觀、當下宿

命/享樂時間觀、未來正向/負向時間觀），共計64題。 

本量表以預試結果進行量表項目、效度與信度分析，並依據以下準則做為篩題標準：（1）

高低分組參與者（高分組為前27%得分者，低分組則為後27%得分者）在該題得分平均數差

異考驗未達.05顯著水準，或t值小於.30；（2）轉軸因素負荷量小於.30的題目；（3）若內部一

致性係數低於.70，則考慮將題項剔除後信度係數提高的題目刪除。根據上述指標數據加以

整體研判，各時間觀未臻理想題目共計21題。刪除後，過去正向/負向、當下享樂/宿命、未

來正向/負向時間觀題數分別為7、5、7、8、11、5題，共43題。 

效度方面，本研究以主成分分析之最大變異法（varimax method）轉軸法進行因素分析，

所抽出六個因素，符合原編制構念，分別為因素一「未來正向時間觀」、因素二「過去負向

時間觀」、因素三「當下宿命時間觀」、因素四「過去正向時間觀」、因素五「未來負向時間

觀」與因素六「當下享樂時間觀」，特徵值為7.08、5.01、3.34、2.17、1.87、1.57，因素負荷

量分別介於.47 ~ .65、.71 ~.82、.35 ~ .64、.47 ~ .72、.51 ~ .65、.34 ~ .83，六個因素的累積解

釋變異量為48.98%。 

在各時間觀量表信度方面，本研究採內部一致性進行考驗，分析結果顯示過去正向/負

向、當下享樂/宿命、未來正向/負向時間觀的內部一致性α係數依序.79、.87、.72、.76、.82、.74。 

 

3. 時間觀輔導教學方案 

第二年研究目的乃進一步以準實驗設計考驗時間觀方案的介入效果。同時以深度訪談方

式瞭解方案介入過程，大學生在覺察、領悟，及成長收穫感受或改變想法。實驗組時間觀輔

導方案單元名稱、目標與介入內容請見表 2:控制組學參與成員先不經介入方案處理，只提供

一般增進幸福感的文章閱讀與平台分享服務，控制組的閱讀文章一覽表請見表 3。 

 

表 2 

時間觀輔導方案:單元名稱、目標與介入內容摘要表 

單元名稱 單元目標 介入內容/活動方式 

1.揭開時間的神秘面紗 

1.辨識物理時間、心理時

間與社會時間的意義。 

2.知道善待時間的理由。 

1.領悟時間:解析與時間有關的歌

曲、繪本、影視媒材之涵義。 

2.一時片刻:不同情境心理時間體

驗，洞悉看不見的時間更重要。 

2.認識時間地圖 

1.了解時間觀的簡史，時

間文化的普遍性與特殊

性。 

2.發現國際與不同城市間

1.勇敢敲開時間之門:從分歧中找出

不同文化、地理生態的客觀定義與主

觀價值。 

2.注意非我族類的時間觀，留意他的



 

的生活節奏。 心:了解時間與社會、權利、政治與

經濟的關係，學習尊重時間的藝術。 

 

3.時間的神隱任務 

1.認識科技浪潮下的時間

戰爭。  

2.探討時間觀與各身心變

項(健康、財富、權利、情

緒、生涯、成就、決策行

為、人際溝通，以及幸福

感)的關係。 

1.科技讓時間加值:透過時間彩券，

探析人生百態，品位動人生命經驗。 

2.倒楣先生與滿意小姐的人生劇本:

從各種文本角色發現與「時」隔絕對

生命的破壞性，領悟時間觀創造命

運。 

4.追憶似水年華 

 

1.探尋正向回憶的益處。 

 

 

 

2.學習擁抱歲月裡的愛。 

1.建立正面歷程檔案:細數好人好事

練習、感謝拜訪、記錄參與傳統節慶

活動的情緒。 

2.生命源泉:從過去出發，邁向不斷

成長的路。 

5.再見，時間裡的痴人 

 

1.看見過去負向時間觀的

無形鎖鏈。 

2.練習認知重新評估與情

緒調節策略。 

3.體認放得下，才有新領

悟與新生活。 

1.聆聽歲月殘響:靜觀式自我對話、

敘說療癒、寬恕信。 

2.「好」是「最好」的敵人:負面經

驗的正面重建、表達性寫作。 

3.讓沉重的行李，回到原點:學習自

我接納、自我鼓勵與自我祝賀。 

6.聽見時間暴徒的敲門聲 

 

1認識現在享樂導的匱乏

困境。 

 

2.學習延宕滿足策略。 

1.命好不如時間素養好:評估自己的

風險行為與衝動管理狀態；覺察自己

的財務規劃與生活滿意度的關係。 

2.命由「時」改:學習銳化感知、擴

展長期思維，讓自己脫胎換骨。 

7.小心時間竊賊 

1.了解現在宿命的黑暗循

環性如何綁架生活。 

 

 

2.找出生路，建構生命的

意義感 

1.打開時間的束縛: 覺察無奈，絕望

和無奈的信仰如何控制著一個人的

生命。 

2.對宿命免疫:動機訪談、認識拖延

症、辨識與減少被動活動，做網路、

3C產品與心靈的主人。 

8.擊出自己生命的鼓聲 

1.發現未來正向時間觀的

激勵與激戰效應 

 

2.學習時間紀律，培養健

康適應的未來時間態度。 

1.未來想像: 開啟先見之明、澄清個

人願景、設定目標。 

2.百行「時」為先:練習規劃生命清

單之優先順序，建立生命次序感與效



 

能感。 

9.你是盡責的憂慮者? 

1.辨識未來負向時間觀的

利與弊。 

 

2.了解自己的情緒光譜。 

1.認識害怕的可能自我與希望我的

差別、分辨完美主義的類型、內疚處

理、培養情緒調節與壓力因應策略。 

2.解憂雜貨店:拒絕成為憂愁的採集

者，從後見之明到生活實踐。 

10. 「時」來運轉 

1.診斷自己的時間觀剖面

圖。 

2.學習重建過去、享受現

在、創造未來。 

 1心理時間旅行與自我改造:再驗時

間剖面圖。 

2. 命運交響樂，自己譜曲:感受自身

時光樂曲的調性。 

11.留心平衡 知足常樂 

1.重視人與環境契合的和

諧性。 

 

2.理解生活在中庸時間的

重要。 

1.時間的快樂魔法:認識平衡調合時

間觀的典範人物。 

2.時間照妖鏡:處理特定的 TP、發展

認知靈活性、練習正念與自我觀照。 

12. 點「時」成金 

1.領悟時間複利的驚人威

力，打造幸福微革命。 

2.發現優化時間智商的重

要性。 

3.開展愛、希望與學習的

生命旅程。 

1.時間 New 一下:重新設定心理時

鐘。 

2.選擇幸福:送給自己時間當禮物，

做自己生命的設計師。 

3.終極應用，無價之寶:覺、學、行、

享、慶、傳。 

 

表 3 

控制組幸福感相關閱讀文獻 

1.面對你心中的催狂魔：「自責」的殺傷力 

2.抱歲月裡的愛~窗邊的小荳荳  節錄 

3.與過去和好：別讓過去創傷變成人際關係的困境 

4.我放下「執著」的方法，是「山不轉，我轉」 

5.科技成癮：當多巴胺奪走你我的注意力時，該如何阻斷這個惡性循環？ 

6.從白先勇《孤戀花》了解現在宿命的黑暗循環性如何綁架生活 

7.《玩具總動員 4》與沙特的一場對話 

8.人生沒有平衡，只有取捨 

9.心理治療師的幸福課程： 

10.不管怎樣，一定要展開愛、希望與學習的生命旅程 

 

Tyler(1949)在《課程與教學的基本原理》(Basic principles of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一書很早就指出，發展任何課程都必須要回答四個問題，包括：課程試圖要達成甚麼教育目

標？要達成目標，可能要提供甚麼教育經驗？這些教育經驗如何有效地加以組織？如何決定



 

這些目標是否已經達成？換句話說：建構一套課程，務必要完成課程目標、課程選擇、課程

組織、課程實施與課程評鑑的工作，因此本研究計畫之進行，擬以此五項作為課程建構的進

行步驟(張民杰、陳慧娟，2015)： 

     (1)方案目標：本方案擬增進大學生時間感知、主控與選擇的意義。研究小組成員先彙

整西方為數不多的介入方案，整理出基本目標架構，邀請學者專家以焦點團體指導與諮詢，

做為精進本方案之參考。 

     (2)教材選擇：方案目標確立之後，針對目標選擇可以達成目標的教材，教材包括時間

觀理論的探討以及時間觀與生活各層面的影響，並包括不同時間組型的正向與反向案例、新

聞事件、影片，搭配楷模人物現身說法，使能理論結合生活情境脈絡，提升教材的豐富幸、

情感性與創新性。 

     (3)方案組織：方案的組織將依照訓練(training)、測試(testing)、實施(taking)、對話(talk)

與轉換(transfer)五個 T 作為順序，組織教材和活動。本方案邀請兩位執業經驗三年以上的心

理師(一位三年，另一位九年)親自擔任十週課程之授課教師，活動現場還有一位碩士級研究

助理進行協同教學。由於目前台灣心理、輔導與教育領域尚未有平衡時間觀的學術研究與時

間觀輔導方案的實施內容，主持人依照過去多次進行方案教學的實徵研究經驗，同時也連續

兩年擔任之科計部增能課程研究計畫之共同主持人，以及長期關注西方時間觀的發展，活動

前兩周與本計畫授課心理師共備課程與議論活動設計，確保將方案的講述、討論掌控良好，

方案結束當三天針對當周活動進行評量與反思。也定期召開專家諮詢會議，持續相關專長之

教授請益與諮詢。 

 

   (4)方案實施： 本方案實施過程乃依照目標設定、學習材料選擇、活動策略以多元與結

構化方式進行，強調成員彼此互動、交流、對話與分享改變。 

    (5)方案評鑑：本研究將透過兩方面來評估時間觀輔導方案介入成效。ㄧ是客觀量化資

料，如時間觀量表與其他研究工具之前後測、滿意度調查，檢驗與控制組學生平均分數的變

異數分析考驗；二是深度訪談，蒐集更細緻的學員反映，包括認知、情意、態度與行為選擇。

上述資料均可作為介入方案主題設計不斷修正與調整的依據。 

 
    4.時間觀剖面圖診斷與晤談輔導指南 



 

   理論和研究的最終目標都在豐富實務應用，然而這個任務對任何領域知識來說都不容

易，尤其對新興的時間觀一統領域更是一大挑戰。Philip Zimbardo 將時間觀研究不僅推升為

心理學主流之一，也長期帶領一群學者致力推廣於教育現場和臨床實務領域。本計畫主持人

在徵求西方時間研究學會同意下，利用其短暫免費開放期間，下載 TPPDI 說明，多次試著

以此範例做基本架構與數位時間和諧性偏低的大學生晤談時，發現是一個很具體，且讓當事

人可以信服的認識自我工具，不僅有同年齡的人口常模可參考，重要的是有自己時間組型的

剖面圖。藉由此工具，非常有機會成功幫助大學生自我覺察、產生頓悟，追求整合的人生。 

 

(二)、實施程序 

   1. 招募與邀請研究參與者 

   第二年的訪談參與者的招募對象非概率抽樣（non-probability sampling），主要由研究

小組邀請、徵求其意願。而時間觀輔導方案的兩組成員則是本研究小組首先於校園內公共

區域張貼海報、入班宣導、師生推薦，宣傳信及邀請函，待面試後再隨機分派為實驗組 27

人與控制組 25 人。 

   2.深度訪談技巧與錄音逐字稿謄寫訓練 

如同第一年的訓練工作坊，本研究者招募兩或三位大學部或碩士班學生進行訪談技巧

與錄音代謄稿訓練。由於第一年表現不錯的臨時工讀人員，皆有意願繼續參與，本計畫優

先請其繼續協助第二年逐字稿謄寫工作。 

   (三)、資料分析  

    1. 量化資料的處理和分析 

    本研究資料資料經 Coding 後，再以 SPSS 軟體進行共變數分析，以考驗時間觀輔導方

案之實施效果。 

2.質性資料的處理和分析 

本研究深度訪談後所得到的逐字稿、訪談記錄、生活日誌和參與者反思回饋紀錄，將做 

以下步驟的處理和分析： 

 

(四)、研究倫理、研究信實度與研究限制 

    1.研究倫理 

本研究計畫將充分告知參與者研究目的與研究事項，研究過程平等參與，並提醒研究參

與者隨時可決定自由退出本計畫。研究過程保持透明化，隨時接受批判與建議，無論是自陳

式報告資料蒐集，或研究結果之發表均恪守學術倫理規範，尤其是質性質料，除了一律匿名，

以代號呈現外，為顧及個人隱私，發表前將再度邀請指涉的當事人同意後決定揭露程度。 

本計畫已進行微小風險之研究倫理審查通過，所有訪談與方案參與同意書皆以核章後的

知情同意書，請研究參與者詳細閱讀後簽名。 

 

    2.研究信實度 

Lincoln 和 Guba(1985)提到質性研究的標準在於可信賴性(credibility)、可轉換性

(transferability)、可靠性(dependability)，以及及可確認性(confirmability)。為達成上述標準，

本研究計畫將建立持續從觀察紀錄、文件分析、問卷調查、深度訪談、生活日誌等多種的資

料蒐集方法三角交叉檢證(triangulation)，來增加可信賴性，並透過豐富的描述來增加可轉換

性。而本研究亦邀請其他學者專家，做為諍友(critical friends)，扮演稽核的角色，提升可信



 

和客觀的程度。 

 

     3.研究限制及解決方法 

本研究的主題，因涉及一般日持生活、過去經驗與對未來想像的訪談，以及實驗組、控

制組的安排，深度訪談內容也較為耗時複雜，可能觸及個人整體生命經驗的情緒動態歷程，

因此會特別注意個人參與研究的益處及風險因子。不論是訪談，或是接受方案介入，均希望

對參與者有正面的鞋與反思經驗，因此對無論被分配至實驗組或控制組的參與者，本研究均

保障提供方案教學，只是時間分為第一梯與第二梯，第一梯全部後測完，再第二梯的方案介

入，方案內容、教學者、教材、教學方式與場地皆相同。第二梯的研究參與者，在第一階段

歷程設定為控制組。 

 

肆、研究發現 

一、量化研究發現 

    無論如何，在少子化時代能協助預防年輕人心理疾病，支持年輕人的心理健康與促進

其幸福是一種能帶來大幅經濟效益的投資，而大學階段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機會。  

    本研究結果顯示時間觀介入方案可以是提升大學生幸福感的有效元素，時間觀方案介

入對參與者自我評估幸福感（n = 27）的影響效果平均比控制組參與者（n = 26）自我評估

評估者高出 0.19 分（p = 0.043），男性介入的效果幸福感分數平均低於女性 0.18 分，但性

別差異未達顯著（p = 0.061）。次成效之分析結果顯示，時間觀在課程後立即促進幸福感，

效果高於控制組支持本研究假設。建議未來可進一步的有效性對照研究，將非特定效應納

入考量，才能更精準確認時間觀教練能額外有效提升大學生壓力復原力的範圍。 

 

二、質性研究發現   

1.學生的成長與改變 

S0152:下站幸福，這一站，先學習樂活! 

「…心理師一開始提到了上大學四年來都沒有參加過系上重要活動的同學 為此感到遺憾的

故事，其實我這三年來也因”我必須先去做我的作業為由”而主動捨棄任何歡樂團聚的活

動。在老師分享之前，其實三年來，我一直都很想參加系慶之夜的舞蹈表演，我也很認真想

過表演的劇本，但都因為『現在不努力，老大徒傷悲』的信念，而不敢讓自己放輕鬆。 」 

   在認識了時間心理學後，我開始界定自己究竟是活在哪一個時區之下，別人覺得我過度

用功於課業，但更深層的原因是本身的時間管理很差，想要認真努力，最後卻蹉跎了光陰。

常常因為緊迫的截止日期而感到焦慮，最後的選擇是放棄自己的享樂時間，腦海中常認為課

業很難下手，需要花很多時間醞釀，就寧可滑手機逃避，坦白說，也無法完全享受當下，因

為玩樂時又會擔心著未來事情沒做完的淒慘後果，我完全不想面對未來會很糟的遺憾或恐

懼，在交互作用下，形成了自己拖延成癮的性格。 

   古羅馬時期的哲學家藍伯利基說：「兩個人從同一座城堡向外眺望，一個人看見泥土，一

個人望見星星。」學習了平衡時間觀的概念後，這層深意我大約懂了。…」 

 

S0413:更加珍視時間，開始學習掌握自己的時間觀剖面圖，並做最適當的投資  

      「…科技越進步，人心越迷惑。時間觀研究者將平衡定義為「能依據不同任務特性、



 

情境需求與個人資源，有效地在不同時間觀之間轉換的心智能力，不會執迷於無法適應於各

種情境的時間扭曲或偏執。」無論是時間觀剖面圖的晤談技術，或是介入方案的內容讓我對

生活有更多的正向情感，也覺得充滿希望。由於平衡時間觀並沒有一定的標準，找到合乎個

人是一種微妙的生活藝術，很高興能在實作中學習成長，也是給自己大學最棒的學習禮物、

生命最好的報償。…」 

 

S0501:藉由平衡時間觀概念與時間觀介入方案，幫助我了解時間彈性在人與環境契合程度

上扮演合宜的角色。 

「… 周遭有太多長者迷戀空洞忙碌的時代，好不容易從讀書、工作的酷刑中解脫出來，就

馬上跳進去另一個牢籠裡禁錮自己，等到意識覺醒時，已年華老去，竟發現南柯一夢，著

實悲哀! 其實成功人士不一定比別人「努力」，但他們卻非常在意「時間」。好珍惜自己學

習到「時間經濟學」思維，會開始紐轉時間態度，為理想和諧的人生做出聰明選擇，發掘

生命價值，成為更好的自己！。…」 

  

S0354:瞬息萬變世界的新時間態度，非常容易產生共鳴! 

「…『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吃的苦中苦，方為人上人』這種傳統的時間觀

點或許有其深刻的涵義，但想要適應變化，每個人都需要擁影創造時間價值的態度。試想

國小六年、國中三年、高中三年、大學四年、十六年的歲月，只為了前途二字；而當前途

觸手可及時，我應該做些甚麼? …」我決定好好運用時間，才能走出時間緊迫、資源匱乏

的窘境，同樣是大學生活，卻可造就精彩大不同的人生! 。…」 

 

    S0235:很幸運在快轉世界中找到導航人生的舵~時間觀 

    「…心理師在今天活動提及，科技發達讓生活更便利，現代人擁有的自由時間應是人

類史上的高峰，卻是高喊「我沒時間」最囂張的世代，真的是打中我心。關於時間的真相

並非如我之前理解的如此膚淺，甚至可以說參加時間課程大大打開我的眼界。因為過去我

只是處心積慮「管理」時間，弄了半天除了票的成績單和書卷獎外，到最後卻讓青春留白，

生活與學習也幾乎是苦中作樂，了無生趣，一點也不想回味。 

    這幾周的時間課程活動不僅破除了我對時間的迷思，更領悟到一直以來我緊抓著時間

管理獲得高學習成就的思維學習時,我真的是徹底淪為時間貧民---- 

看似擁有了「一切」, 卻丟了自己的靈魂。現在我會積極擴展自己的時間智商，將它視為

一項正向的資產，重新經營自己的人生。…」 

 

S0123:創造節奏，就能成為時間富翁 

     「…科技讓我們從高速進入失速時代，到底是誰偷走了我們的時間？是什麼因素讓

幸福感低迷不振?掌握時間的彈性節奏真的很重要，工作和休息都是人生養分，既然人生沒

有回程票，留心平衡、保持和諧才是幸福之道! 餐壓這個團體後，我開始規劃簡單又中庸

的生活方式，我列出幾項幸福清單，想利用用這些方式讓自己越來越會愛，讓生命充滿驚

奇: …」 

．騰出一個全屬於自己的下午。 



 

．設計一趟開心的假期。 

．布置一個令自己開心的閱讀環境。 

．更新未來夢想。 

．觀賞相簿裡重拾美好回憶。 

．找回興趣。 

．和家人一同出遊。 

．與營養師討論飲食日誌 

．喝杯花茶，聆聽經柔的音樂。 

 

 

     (2)心理師/學校諮商師使用時間關剖面圖的心得與建議 

  以下是五位大學諮商中心心理師使用的經驗、心得分享與建議 

 CO1: 協助學生認識與掌握自己的時間羅盤，更有機會誘發其追求整合人生的動機 

「…我想大多數的大學生都是聰明的，只是從不曾意識到時間的多元性與連貫狀態，

更不知道可以好好利用自己的心理時間。至少我跟不同個案解釋他的剖面圖時，他們

的眼睛幾乎都為之一亮，尤其以六個時間面向呈現六角剖面圖時視覺效果特別震撼，

可提高其探索自我的內在動機。真的是再次驗證心理學理論，所謂視覺凌駕任何感官

效果之上。我其實還蠻興奮發現這套工具，也開始嘗試觀察不同時間觀組型同學的各

層面表現，偶爾也訪談他們的生活心情與目標達成的程度、困難與想法，發現很多大

學生埋怨或讚賞自己的生活，其實都跟時間觀的後設認知有關。只要有機會，我很希

望可以推廣這套時間觀剖面圖，特別是對大學生、成人或老人的諮商輔導，真的是充

滿希望、有前景的介入措施。…」 

 

CO2:跟個案一起解謎時間，彷彿來一場心理時光旅行療癒自己 

    「…我不得不承認我有如獲至寶的感覺，一開始我的確很擔心要花很多時間研讀

計畫團隊的指導手冊資料，有點忐忑不安不確定自己對新資訊的接受度與掌控性，但

事實上參加了研習會議後發現操作蠻簡單的。使用時間觀剖面圖(TPPDI)介入方式，基

本上是以促進當事人對時間觀的覺察，來提升其「管理」時間觀焦點的能力。根據研

究計畫團隊的說法，若一個人能對於活在當下發展出更深刻的感知，也就是全然當下

時間觀，這樣的「時間性管理」是有效的。如此具高度適應性的新興時間觀向度可以

被視為一種後設時間觀點，使人將過去記憶以及未來目標帶到此時此刻，並整合所有

時間水平以提升自我一致性與連續性的經驗，這份能力可能是平衡時間觀發展的基

礎，進而帶來生命滿意度的提升。若是可以累積更多實徵資料證明其受益性，這套工

具應該可以對臨床介入提供新的契機。…」 

 

CO3:期望可以開發時間觀剖面圖(TPPDI)的製表與輔導指引說明的 app，增加便利性 

    「…TPPDI 對我很有新鮮感，在我專業學習過程沒機會認識這個工具，一用還真

的會上「癮」，因在大學學生諮商中心工作，總是有很多機會遇見認知能力相當不錯，

但學習動力嚴重不足的個案、或是成就已經受師生肯定卻仍孜孜矻矻沒有能力休息/不



 

敢放鬆的個案，我多次試著以時間觀剖面圖做基本架構，跟時間/彈性與和諧性偏低的

大學生晤談時，發現是一個很具體，且讓當事人可以信服的自我探索工具，不僅有同

年齡的人口常模可參考，重要的是有自己時間組型的剖面圖，眼見為憑，通常是開啟

重點話題的線索。….」如果研究團隊可以在繼續開發 app 應用程式，可協助學生諮商

室外的初步探索，以及調整時間觀的監控機制的便利性與親和性。 

 

CO4:擴展心理時間對促進個人與社會福祉益處的知能訓練，厚實諮商專業 

    「…如果生活不能與時間同步，許多心理與生理問題就會接踵而至。輔導經驗越

多越感慨飛行時差只算是小問題，幾天就調回正常狀態。相對嚴重的是，過去與未來

時區崩坍，和現實脫鉤的時間凍結。輔導專業的實踐過程，不難發現經歷重大創傷壓

力(失親/受虐/性侵害)事件的存活者常飽受「惡性循環」之苦，面對此類個案，運用

同理、傾聽與懇談幫助當事人放開心胸，讓他們表達或傾吐心中的感受，是目前抒緩

創傷經驗的標準作法。但有時會發現當事人依舊耽溺於痛苦的情緒記憶，既無法樂在

當下，也妨礙展望未來。所謂教育是渡人也渡己的神聖工作，研究參與人員在練習協

助各種適應困難學生強化時間意識的同時，也訓練自己覺察本身的時間觀剖面圖，互

為益友，持續學習如何「生活在中庸時間」的和諧心境。…」 

 

CO5:現在導向的極端困境，可藉由時間觀轉化成更和善的向上力量 

    「…延遲折現病毒來勢洶洶的險惡時代，青年力已成為國家資產。在當今競爭激

烈、價值多元、選擇過盛的時代，無庸置疑的，具有多元性時間模式當然更適合生存。

多年的諮商經驗，我發現時間匱乏與物質匱乏互為因果條件，若對照剖面圖，極端現

在取向的人在講求快速競爭與重視未來取向的主流文化步調中，自然容易淪為邊緣化

的次級公民，尼特族就是明顯的例子。這樣看來，要協助青年脫離風暴，若選擇指責

謾罵只有徒增世代間的對立衝突，如何讓想要更多快樂的衝動發展出追求卓越深耕的

能量，教育與輔導諮商有效介入應該是扭轉現狀的根本之道。因此若能讓青年學子在

接受教育過程藉由不同課程持續融入時間關概念，舉例而言，文學教材主角人物的時

間觀、數學家的心路歷程、科學理論的建構、音符譜出奧妙樂章的比喻，歷史興替的

啟示、健康管理、運動休閒和時間觀的連結，透過教師的匠心獨運，由內而外、由己

而出，試著培養學生足夠的心理成熟度和認知彈性，如此才能協助學生在潛移默化中

發展更統整的自我和與日俱增的幸福感。…」  

 

CO6:專業心理計量專業知能有助於提升諮商人員的輔導品質 

    「…某些情況下，工作者可能會選擇使用觀察或提問的方式來了解個案的時間

觀，舉例來說，個案在說著並且反覆說著哪些關於自己的故事？有多常說？這些故事

的調性如何，是正向的、中性的或者負向的？個案有多常發現自己正在想起過去？如

果常常，他通常是想起哪類的回憶（過去正向時間觀或負向時間觀？）?能夠選擇今晚

要完成一個重要計畫或者去參加社團，個案會怎麼回應（這可能會反映出當下時間觀，

或未來正、負向時間觀的差異）？個案把他們的焦慮或渴望投射在多遙遠的未來上（未

來正/負向時間觀）？個案對於自己必須停止、開始或者繼續日常慣例以達成渴望的目



 

標，會有什麼感受？ 

  如果個案決定完成 ZTPI量表，建議請他先自己思考測驗結果，並在下一次晤談時

提出來共同探討可能會是比較有用的，因為許多個案無法輕易解讀測驗結果，可能會

需要有人幫忙評估這些資訊。在這裡也建議諮商工作者能有基礎的專業解測心理計量

訓練，否則關於測驗結果的基本對話通常會限制在測驗的絕對值，而缺乏討論相對值

的重要性。如某個時間觀向度的結果高於 50%、或低於 16%，以及在某一個「負向」

向度處於前幾個百分比，而忽略對個案的時間觀輪廓整體意義進行討論，以及與所謂 

”標準時間觀輪廓圖”作比較，進而提供合適的處遇方式。…」 

     

伍、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時間在我們生活中的重要性不可輕忽，且許多輔導工作者都不否認，目前有越來越多尋

求輔導或心理治療的個案會帶著一個或多個與時間相關的議題。這些議題範圍之廣，從趕不

上底線、無法如期完成作業或待辦事項、糊里糊塗延遲畢業，到發現自己連續三年忘記了父

母的生日、太容易分心於更有趣的任務，或者不知如何脫離瞎忙的窘境等。這正是時間管理

能成為目前最豐富多產的自助主題之一的理由，在amazon.com輸入時間管理，輕輕一點就可

以至少找到超過100,000本相關書籍。 

    時間管理一詞首度出現於1930年代早期的文獻中，且主要適用於企業裡的績效管理與領

導。儘管時間管理課程相當廣泛且流行但人們對這些書籍或訓練課程實際產生的效果感到滿

意（Claessens 2004）。至今也缺乏回顧時間管理文獻的系統性文章或實證性研究（Claessens et 

al. 2007）。但其與個人在工作或學業領域的表現之關係則不明確。時間管理訓練似乎能提升

時間管理技巧，但這並不能自動類推而僅有的稀少文獻發現時間管理訓練對時間管理行為、

工作滿意度或工作表現只有很小的影響，或者根本沒有影響（Macan 1994 , 1996 ; Macan et al. 

1990），想想一個企業或學校機構對時間管理訓練投入的金錢或其他資源，就可以知道這些

難堪的發現有多麼驚人與令人挫折了。 

  時間管理無法成功促成欲求結果的其中一個可能解釋是，我們將時間管理奠基於所謂「客

觀的時間模範」上，因而擺錯了重點－重視行為而非心理上的時間、注重效率卻不顧整體的

平衡與滿足感。另一個可能因素是，時間管理倡議的是一種非常普遍的策略，依循著「一體

適用」的原則，儘管多數的新興研究都認為應該根據對個人的特殊需求的理解來發展介入策

略（Lyubomirsky ，2008）。這正是為什麼以時間觀為依準的時間輔導可能能夠提供我們一

個絕佳的機會，將個案的測驗輪廓圖與所謂「標準時間觀輪廓圖」作比較，與之討論與標準

輪廓圖有關的幾個研究發現，並共同探討標準輪廓圖與個案有多少程度的關聯。很重要的是，

除了受過專業心理計量訓練者之外，輔導工作者的角色主要並不在詮釋並傳達 ZTPI 的結果，

而是陪著個案嘗試深入理解自己的測驗結果，並利用新興的素材來促發更深刻的晤談。個案

也很可能會不同意測驗結果，這可能與一系列外在的因素有關，諸如太快完成測驗或答題時

不夠專注等；另一方面，不認同研究結果也有可能代表個案缺乏自我覺察或無法接受現實。

但無論如何，輔導工作者面對這樣的情形，最有幫助的方式是同時探索個案的反應，也去看

見個案眼中的自己，看見這些差異的適當性。接著再針對人們完成 Zimbardo 時間觀量表



 

（Zimbardo and Boyd ，1999）後所呈現出的複雜樣貌，來發展出個人化的介入策略。假設諮

商員、教師或父母對於時間觀（TP）向度及相關測驗與診斷工具都有一些基本的知識，聚焦

於針對特定時間觀向度提出處遇方式和問題應該可以為生活中的困擾帶來新的見解與解決之

道。  

 

 二、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 

    1.研究設計與取樣 

    與其他抽樣方式相比，用招募方式可能引起更多偏差而限制樣本的代表性，例如：壓力

較大或對現實生活適應較不滿意的學生，較可能參與，如此也可能誇大了研究發現的現象；

或者成長型動機低，或退學意圖和倦怠感高的學生完全不會有意願報名參加此團體方案，即

使已透過各種方法邀請，期望降低實驗降低，但只有極低的比例會考慮加入此實驗團體，因

此本研究的結果推論的外在效度宜特別謹慎小心。 

 

    2.研究變項間關係的釐清 

    本研究只測量前測與後測階段的時間觀、幸福感，並未真正考量與調節「時間」因素，

仍屬於為橫斷面的分析，因此可能存在偏差結果。未來研究可以縱貫性的測量來解釋時間觀

是否為穩定的特質。另外，未來研究可以測量其他的情意或認知變項，特別是較長期的指標，

以更深入了解時間觀的影響因子、發展趨勢、影響面向，以及其來可針對不同關注變項的因

果關係多加探討。 

    

     3.探討時間觀背後的神經解剖基礎，有助於從神經心理學的觀點來理解時間觀 

    新興的時間關研究初步發現，過去負向時間觀與前額葉大腦皮質（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LPFC）的區域性灰質體積（gray matter volume, GMV）呈正向相關；過去正向時間觀與眼眶

額葉皮質（Orbital Frontal Cortex, OFC）的 GMV 負向相關，同時，當下享樂時間觀與顳葉中

迴（Middle temporal gyrus, MTG）的 GMV 正向相關，而當下宿命時間觀與楔前葉（precuneus）

的 GMV 正向相關。 這些研究發現代表一系列預測時間觀的特定解剖生物標記，雖然愈來愈

多神經造影的證據顯示，時間觀反映了複雜的神經網絡和病理區域，對時間觀之神經解剖相

關素質的研究仍偏少。再者，Chen,、Guo., & Feng (2018)發現也驗證了 Zimbardo 及其同事五

因子時間觀之概念模式的可信度與合理性，有潛能使後續研究者在神經的層次上改善多向度

時間觀模式的理論架構。因此，未來需要更多研究探討腦部結構與時間觀的因果，才能進一

步了解釋時間觀的神經解剖學機制。 

 

    4.跨文化與跨族群比較，發展證據為本的時間關輔導方案 

    一個全新且更廣泛的時間觀理論相當具有研究潛力，普遍而言，它可以幫助我們對人類

行為更加瞭解。然而，相對於僅侷限於單一特定的時間框架，融合了過去、現在與未來三個

時間參照的時間研究即使較合乎理想，卻仍然不足夠，平衡時間取向及不同時區的相互連結

性，可能是個人正、負向適應更精確的預測因子。更明白地說，平衡時間觀能在探討不同地

區、文化族群的各種適應提供重要且創新的思考，如社會關係、健康投資、動機激勵、學業

成就、財富管理、經濟繁榮、社會進步，乃致國家安定均有明確且嶄新的貢獻；而時間觀各



 

向度的實徵研究可以是促成青少年(別是弱勢青少年)重新建構時間觀，促進福祉與強化正向

心理資產處遇方案之重要基礎。建議未來研究可擴大不同族群進行跨文化的比較或不同樣本

的模式考驗分析，再依據研究發現擬定更適性的教育輔導措施。 

 

    5. 持續開發與編製本土化的大學生時間觀的診斷工具、晤談指南與教材 

     不難想像成長過程總是充滿各種誘惑和挑戰，容易促發矛盾的情緒掙扎，接踵而至的

負向經驗可以非常有力量地催毀自身對時間的敏感度，成為時間文盲或窄化時間視野。藉由

編製嚴謹的工具診斷分析，發展適合不同時間觀組型的溝通技巧與晤談指南，幫助大學教師

分析學習者之特性，並瞭解如何從平衡時間觀的角度發展適合大學生的輔導課程與教材，並

精進教學方法來激勵大學生。 

    《時間戰爭》暢銷書的作者雷夫金強調時間模式僵硬、狹隘的人，缺乏決定自己未來及

政治命運的必要準備。多元性時間模式則是脫離「時間貧民窟」 (temporal ghetto)的工具。

本研究企圖以實證基礎的處遇方式及問題，可以在輔導歷程中因應各種不同類型時間觀失衡

的個案。有足夠的證據支持，配合個案現存時間觀樣貌的個人化時間觀處遇，更能夠處理他

們的時間管理、生活適應與行為問題。然而，要更確定這樣的假設，就需要更深入、豐富的

研究持續蒐集不同樣本來探討。儘管本研究只是朝著平衡時間觀前進一個小碎步，本計畫的

方入介入程效已是一個深具價值的目標了。期待本計畫能持續推廣到實務應用，幫助國人在

自己和瞬息萬變環境之間找到適當節拍速度及健康的契合點，不僅期盼能對學術研究產生突

破性貢獻，更希望幫助個人，尤其是被社會賦予眾望的大學生，達到最佳發展和振興國家競

爭力。 

 



 

附件:時間觀剖面圖診斷與晤談說明範例  

親愛的同學:你好! 

時間觀剖面圖診斷測驗（Time Perspective Profile Diagnostics Inventory, TPPDI）以下列六個時

間智力因素報告測驗結果 

✓ 時間偏差（Time bias）：你的內在時間偏好。 

✓ 動機：這件事對我而言代表什麼？ 

✓ 計畫：找出優先順序並做決定。 

✓ 執行：你的個人效能。 

✓ 反思：自我評估。 

  這六項時間智力因素整合起來，能協助你更深刻地了解你與時間主觀和客觀的關聯。 

  除了個人層面的評估以外，這也能讓你評估你的時間運用對他人的影響，並協助你深入

發展你的關係、互動與學習／生活行為。 

  請看以下你的TPPDI測驗結果，我們將之與其他所有的測驗成果平均數（國內大學生的

TPPDI樣本）做對照，並以註解的方式協助你辨識現在地你如何在時間中思考並行動，一旦你

了解到這一點，便可以開始產生更高度的覺察與選擇性，促進你的自我效能與幸福感，並達

成一個更為平衡的時間智商。 

  下列報表指出你的時間偏差、動機、計畫、執行 

 

 

 

 

 

測驗結果 

未來正向（Future Positive, FP）：中低度 

未來負向（Future Negative, FN）：高度 

當下宿命（Present Fatalistic, PF）：中度 

過去負向（Past Negative, PN）：高度 

過去正向（Past Positive, PP）：低度 

當下享樂（Present Hedonistic, PH）：高度 



 

時間智商因素一：時間偏差－－你的內在時間偏好 

1.1未來正向時間偏差 

中低程度        

結果 你還需要更明確、穩定且務實的步驟規劃未來，在前進的路上可多練習抗拒分心與

延宕誘惑的能力。 

行動 試著請同儕給你回饋，你對自己的想法具前瞻性與具體性嗎？建議你更積極擴展你

未來計畫的視野。 

1.2未來負向時間偏差 

高度        

結果 你目前對思考未來和行動實踐充滿較多負向的威脅感受，可能會因為過度擔心未來

出路、學涯選擇等問題而產生迴避型的防衛動機，容易導致身心適應失衡現象。 

行動 你是一個有時間預見能力的年輕人，這是推動進步的主要動力，但負向未來時間觀

的運轉反而成為生活焦慮的根源。建議你建立穩固的社會支持，時時提醒你撥雲見

日，練習用喜悅的心迎接不確定的未來。 

1.3當下宿命時間偏差 

中等程度        

結果 你有時會相信機會和運氣通常都比努力更有用。你或許對未來和人生抱持無助且冷

漠的態度，認為自身所做的一切難以發揮影響力。偶爾會將時間花費在非生產性活

動上，學業表現低於你正廠水準，且社交需求不高，容易感受到孤獨與沮喪的情緒。 

行動 你能意識到自己無法掌控所有事，而那是好事。雖然人生難以事事掌控，但練習將

灰色眼鏡拿走，世界可能因你而更美力。建議你多與你的同學、師長確認你是否有

哪些優點或特長還沒被發現。 

1.4過去負向時間偏差 

高度        

結果 你對過去的態度傾向使你習慣性地對周圍的人與機會產生怨恨或懷疑之心。你目前

的人際圈通常較狹隘僵化，較少親密的朋友，且比較容易灰心喪志。 

行動 你的高度負向時間取向可能源於特定的負向經驗，可與當下宿命的結果交互對照。

與你共事的人的過去可能與你非常不同，嘗試去了解他們看待過去的方法。重要的

是找到一群良師益友給你勇氣，好好面對破壞性情緒經驗，並且可透過演講或課程，

學習重新詮釋中性或負性的事件。建議不妨培養規律的作息或運動的習慣，也嘗試

獲取同學或親友的回饋，強化創新思考的頻率和品質，開始展開新生活運動。  

1.5過去正向時間偏差 

低度        

結果 你與你的過去較缺乏正向連結，難以興味盎然地參照自身過往，容易意興闌珊，不

熱衷投入班級事務與社團活動。 

行動 正向的過往能協助你型塑精彩可期的未來。建議你多做感恩練習，用愉悅的心情參

與定期舉行的家庭活動和傳統儀式，找回你通往過去的健康密碼，經營活力十足的

人生。 

1.6當下享樂時間偏差 



 

高度        

結果 你應該不太習慣戴手錶、經常熬夜，而且很擅長活在「當下」而與他人建立良好連

結，你可能太過在乎人生中的立即享樂，容易對生命和時間抱持「漫不經心」的態

度。若你的未來時間分數偏低的話更是如此，校園工作場域中的人可能會認為你不

太成熟或缺乏信用；與低衝動控制、愛好新奇、追尋感官刺激等特性容易跟你扯上

關係。 

行動 試著從同事、家人和朋友那兒取得回饋，你對他們的影響為何？你的行為舉止是否

適合各個情境？是否讓他們感到困擾? 如果願意，多觀察生活中令人尊敬的楷模，

他們如何平衡快樂與規範、自由與責任? 

時間智商因素二：動機──這件事對我而言代表什麼？ 

2.1喜歡你所作所為 

低        

結果 你往往缺乏長期友計畫的動機且可能缺乏成就感，這會導致漫無目的甚至嗜睡感，

因為你並為從你所作所為中獲取能量；而且你的拖延閒混很可能是你用來保護自我

價值的慣用伎倆。 

行動 是時候好好看清楚你正在做的事情是什麼了，試著去了解自己為何沒有對此做出任

何反應，時間智商教練與訓練能協助你做更好的改變。 

 

時間智商因素三：計畫－列出優先順序並做決定。 

3.1設定目標與優先順序 

中等        

結果 設定目標與優先順序對你而言是重要的，但這與能實踐目標並不相同，必須與下列

執行的分數交互對照。 

行動 目前，你只需要些微調整你已經做的事，思考你的目標如何與你的價值觀相符，以

及你是否能為了那些目標擴展時間自身視野。 

3.2組織偏好（Preference for Organisation） 

中等        

結果 你偏好較少的次序與自由自在，但你也重視同事的貢獻與新想法，允許花時間創造

自身的價值。 

行動 看見自己正在做的事，感受你進步的成就感才能與他人分享並繼續執行之，可詢問

同儕他們對你組織取向的觀點。 

3.3平衡 

低度        

結果 你的生命可能需要更多平衡與彈性的練習，我們對「平衡」的定義都不太一樣，辨

識並澄清平衡對你的意義，以及那些對你而言發揮重要影響力的人。 

行動 你對目前的生命界限與時間透視不滿意，也許是因為那並非你自己的，或者你無法

控制那界限，你的第一步是建立你所想要的，接著發展那些失衡的部份，一般而言，

這會需要你多花一些時間辨識並調整你的工作與價值觀，並發展工作之外的興趣。 

3.4結構化慣例 



 

低度        

結果 你較缺乏結構化的慣例，或許你可能會覺得慣例抑制了你的創意。但實際上，適時

適地的結構與慣例，會給你更多發揮創意的時間。 

行動 開始在你的工作日中融入一些基本的自我規範與架構，注意你狀態最佳的時機，並

將最重要、困難的任務安排在那時執行。 

3.5有效率的組織 

低度        

結果 你有漫無目的浪費時間的困擾，你感覺自己沒有效率，甚至你可能已忘記「效率」

的意義。 

行動 在設定目標與成果上，尋求教練協助，從小處開始著眼，努力建立速成經驗，繼續

放眼永續的未來。 

 

 

時間智商因素四：執行－你的個人效能。 

4.1責任感與成就 

低度        

結果 你容易虛擲浪費時間。你的時間似乎都不屬於你，而是由其他人控制，事實上你並

未認真對你的人生負責。 

行動 以時間日記重新建立你對時間的主動性與控制性，誠實地面對你運用時間的方式和

感受，停止責怪外在的誘惑干擾與正常的壓力，將抗壓和延宕滿足的能力努力轉變

成你的正向資產。 

4.2堅持 

低度        

結果 你可能有困難獨自完成任務，且面對困難時意志力薄弱，容易退確，傾向放棄 

行動 找出那些你無法完成任務的階段，若你一遇到困難就放棄，那表示你沒有用心，為

何如此？若在最後關頭放棄而未完成任務（也許是因為你想去做其他新鮮事）那

麼，考慮委託某個擅長完成任務的人給你支持或督導，或者尋找一些方式讓完成任

務變得更為有趣。事實上，你的高享樂導向或許此時正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4.3時間管理 

中等        

結果 你缺乏有效使用時間管理的工具，這些工具是建立你對運用時間之理解的重要基

礎。趕快嘗試吧! 

行動 找一些你目前沒有使用的、適合你的其它工具，以你所能的方式直接做事，可以節

省不少時間。 

 

時間智商因素五：反思－自我評估。 

5.1壓力 

高度        

結果 你快受不了龐大的時間壓力了，一遇到困難就任憑焦慮掩沒你的生活，容易草草了



 

事，你可能早就知道這正影響你當下的表現。 

行動 回顧 TDI測驗，並尋找你的壓力點有哪些，檢查你在動機、計畫與執行層面的測驗

結果，壓力可能會在各個層面影響你，或者深度地影響其中一個層面。非常推薦你

尋找時間智商教練。 

以上分析結果僅供參考，如果想要更瞭解自己面對時間的態度，以及對生活各層面的相關影

響，歡迎你與老師約談。(  ○○○ 老師聯絡方式:                 ，祝你幸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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