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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旨在探討以休閒參與作為職家衝突因應策略
之作用。首先，探究職家衝突對家庭滿意度、工作滿意
度、身心健康的影響，再以休閒參與為調節變項，檢視
個人在面臨職家衝突時，以休閒參與作為因應策略，是
否對職家衝突與後果變項的關係產生不同影響。除休閒
參與外，本研究也觀察休閒滿意度及家庭休閒是否也調
節職家衝突與後果變項之間關係。
本研究採便利抽樣，以全職工作者為樣本，在不
同產業、不同組織進行問卷施測，共回收630份有效問
卷。以階層迴歸分析了解研究變項之效果，研究結果顯
示「職家衝突」與「家庭滿意度」呈顯著負相關、與
「工作滿意度」呈顯著負相關，與「身心健康」為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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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相關，意即當職家衝突越高，家庭滿意度越低、工作
滿意度越低、身心越不健康。「休閒參與」在「職家衝
突—工作滿意度」的關係中有強化的調節效果、「休閒
滿意度」在「職家衝突—工作滿意度」的關係中也具強
化的調節效果、「家庭休閒」則在職家衝突與三個後果
變項的關係中都不具調節作用。
研究結果顯示，以休閒生活作為職家衝突的因應策
略須特別注意正負向效果相抵銷的現象。對於低職家衝
突者，休閒生活有益於提高工作滿意度、家庭滿意度及
身心健康；然而，對於高職家衝突者則需要對於職家衝
突之性質以及休閒生活對工作之干擾層面多予瞭解，避
免休閒生活成為逃避職家衝突之消極策略，而使得個人
更無法盡心盡力於工作或家庭問題的處理。

關鍵字： 職家衝突、休閒參與、休閒滿意度、家庭休閒、
因應策略

近二十年來，科技發展帶來爆炸性的資訊量，工作者面臨的
工作要求大增。根據瑞士洛桑管理學院公布的《世界競爭力年報》
顯示，台灣人的工時名列世界前十名之內，暗 示著工作時間過長帶
來的各種失衡問題將逐漸浮現。在家庭方面，越來越多女性投入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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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雙薪家庭比率升高，家庭責任的分擔面臨新的挑戰。台灣大學
衛生政策與管理研究所曾於2007年進行「職場疲勞狀況調查」，顯
示職業婦女因身兼家庭與工作雙方吃重的角色，在工作上的疲勞程
度普遍比男性高。社會對於家庭內男性角色的要求也不再單純地期
待能賺錢養家，新的家庭角色更期待男性能共同分擔家務、陪伴家
人、照顧小孩，男性因而需要花更多時間心力來經營家庭生活。這
些變化使得人們容易遭逢工作與家庭無法兼顧的衝突。來自工作與
家庭的雙重要求正競爭著個人有限的資源，時間、體力和心力的過
度消耗，使得個人感受到沈重的身心壓力，影響個人的工作表現及
家庭生活品質。
目前，探討工作家庭雙重要求所造成的職家衝突研究，受到相
當多的關注，關於職家衝突的前因、後果等研究已累積豐碩的研究
成果（陸洛、黃茂丁、高旭繁，2005；張婷婷、陸洛、潘君鳳，
2012；Allen, Herst, Bruck, & Sutton, 2000; Aryee, Luk, Leung &
Lo, 1999; Lu, Kao, Chang, Wu, & Cooper, 2008）。然而，對於個人
面臨職家衝突的壓力時，如何因應以及因應的效果等，國內這方面
的研究目前較為缺乏。
一份針對美國人1965到2003年休閒時間所做的調查，顯示這40
年來美國人的休閒時間每週約增加4~9個小時，不論男女均有顯著
上升（Aguiar & Hurst, 2007）。台灣從2001年實施週休二日開始，
國人休閒活動也明顯增加，根據行政院主計處2004年的「臺灣地區
社會發展趨勢調查」結果，國人週六的自由時間比起2000年增長，
休閒活動種類的選擇也有所轉移，例如週休二日使民眾可進行像觀
光旅遊等耗時較長的休閒活動。另外，由於網路的普及化，以上網
作為休閒活動的人口比例越來越多，每人上網時間也加長許多。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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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遊憩觀光、運動、文化創意等休閒相關產業的發展，與過去相
比，現代休閒活動的種類更趨多樣化，教育的普及、經濟能力的提
升、政府與民間部門對休閒參與的大力鼓吹，使得人們更重視休閒
生活。時至今日，休閒活動不再只是工作之餘的消遣，而是生活的
重要部分。休閒時間的增長、休閒活動種類的多元化、個人對休閒
活動的重視，都使休閒參與在人類生活中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因
此，休閒活動帶來的影響及效益已不容小覷。休閒活動能帶來紓壓
與心境轉換的效果，參與休閒活動是否也能對於日漸增高的職家衝
突有所緩衝？
國外雖然已有職家衝突因應措施的研究，但尚未有探討休閒參
與對於職家衝突的因應效果之文獻。考量休閒參與所帶來的正面效
果，如放鬆、減壓、提升自信、增加生活樂趣等，對於生活在多重
壓力下的現代人而言，不啻是一種轉移與釋放壓力的絕佳途徑。同
時，休閒參與能緩衝來自工作或家庭的緊繃氣氛，參與休閒活動能
使角色相對關係鬆動，而令膠著的角色衝突能獲得緩解，研究發現
有 家 人 一 起 參 與 休 閒 活 動 ， 對 於 家 庭 滿 意 度 有 正 面 的 影 響 （ P o ff ,
Zabriskie, & Townsend, 2010; Zabriskie & McCormick, 2003）。
另外，也有學者提到考量休閒滿意度，比起只是探討休閒參與，更
能了解休閒生活對於壓力與壓力後果的影響（陸洛、蔡貴丞、吳欣
蓓，2009）。因此，本研究擬探討休閒的三個面向，即休閒參與、
休閒滿意度、家庭休閒，是否可調節職家衝突所產生的負面效應，
並探討不同休閒類型對於職家衝突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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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探討

職家衝突是工作者的重要壓力來源

根據主計處（2012a）的資料顯示，台灣社會的女性就業率攀升
至50.19%，這是首次超過50%，同時期男性就業率為66.83%，兩性
就業的比率趨近。女性就業率的提升，帶來雙薪家庭比率的升高，
家庭生活型態產生明顯質變。從不同性別擔任經濟戶長的比率關係
也發現，女性經濟戶長比重持續增加，台灣社會由女性擔任經濟戶
長之家庭從民國91年的139萬戶，增加到民國101年的226萬戶，佔全
體家庭比重的28.0%（主計處，2012b）。可知符合一般男主外、女
主內的家庭分工型態已漸漸減少中，家庭分工型態的變化日趨多樣
化。
就業人口的增加、家庭生活形態以及兩性分工方式的改變，促
使家庭角色的扮演必須隨之調整，而個人在工作中，因為工作因素
所得到的正負向影響，對於家庭生活的直接和間接的衝擊亦產生質
的變化。兩性家庭權利義務的重新分配、家庭生活作息的配合（如
越來越多的小孩上安親班）、職 業生涯的設計與轉換、工作與家庭
壓力的調適因應等等，皆因上述改變趨勢而增加許多新的挑戰。新
的挑戰帶來新的壓力，對於現代社會而言，工作與家庭壓力之間的
平衡成為新的適應課題，同時也是學術研究中重要的研究議題（張
婷婷等人，2012；Lu et al.,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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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職家衝突的內涵
職家衝突（work-family conflict, WFC）的研究興起於1960年
代（Kahn, Wolfe, Quinn, Snoek, & Rosenthal, 1964），將職家衝突
定義為一種角色間衝突，也就是指個人的工作及家庭的要求互不相
容時，所產生的角色壓力。換言之，若一個人在扮演工作（家庭）
的角色時，會使扮演家庭（工作）的角色更為困難，此種情形就稱
為職家衝突（Greenhaus & Beutell, 1985）。職家衝突對於工作者
而言，是個人面臨的壓力來源之一（Carlson, Kacmar, & Williams,
2000），過去研究已清楚揭示職家衝突將造成許多不利身心適應的
壓力後果（Allen, Herst, Bruck, & Sutton, 2000; Byron, 2005）。
根據Greenhaus及Beutell（1985）對職家衝突相關研究的整理，
他們認為職家衝突的來源有三大類：（一）以時間為基礎（timebased）的衝突：個人的時間有限，當把時間花在一個角色上時，
就不可能把同樣的時間花在另一個角色上，因此角色間彼此競爭個
人有限的時間，因而產生衝突感受；（二）以緊張為基礎（strainbased）的衝突：指扮演一個角色所帶來的緊張（strain）狀態，影
響了個人在另一個角色上的表現，如在工作上的角色模糊或家人的
支持不足造成緊張狀態，造成在家庭∕工作角色的衝突；（三）以
行為為基礎（behavior-based）的衝突：當扮演一個角色所需要的行
為和扮演另一個角色所需要的行為互相衝突時，個人無法有效在這
兩套行為中流暢切換時，就會感受到角色間的衝突，如在職場上扮
演果斷獨立的主管與在家庭中扮演柔順慈愛的母親等兩種角色將採
行不同的行為，若個人無法適時合宜地調整自己的行為，將造成所
謂以行為為基礎的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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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工作者而言，工作要求與家庭要求所意涵的角色承諾與責
任，是個人生命中意義重大且影響幸福感最主要的兩個面向（Lu &
Lin, 1998）。當兩方面的角色要求因為因應資源的不足，或者調
節機制的不良，產生無法滿足要求，甚至彼此對抗的情形，對於個
人的工作表現、家庭幸福以及身心健康恐將產生破壞性的傷害（陸
洛、黃茂丁、高旭繁，2005）。
二、職家衝突的負面影響
為瞭解職家衝突的重要影響，須同時檢視工作要求與家庭要求
兩個面向。在工作要求上，造成角色壓力的原因大致為工作時間過
長（Burke, Weir & Duwors, 1980；Keith & Schafer, 1980）、頻
繁的加班次數、時常異動的輪班工作、無彈性的工時限制（Pleck,
Staines & Lang, 1980）。而當工作者因為過於投入工作，一來疏於
家庭角色義務，二來將工作上的負面情緒帶回家，也容易引發職家
衝突（Hall & Richter, 1988）。在家庭要求上，家庭角色負荷常常
是衡量家庭要求的指標，當個人所負擔的家庭角色需要花費較多的
時間和精力時，職家衝突的感受亦較高。如家人生病、育有年幼子
女、負責較多家庭事務等，Herman與Gyllstrom（1977）發現已婚
者比未婚者經歷較多的家庭—工作衝突，Keith與Schafer（1980）
發現大家庭結構者比小家庭結構者體驗較多的家庭—工作衝突。而
也有許多研究發現為人父母者比非為人父母者體驗更多的家庭—工
作衝突，育有幼兒的父母比起成年兒女的父母經歷較多的家庭—工
作衝突（Beutell & Greenhaus, 1983；Greenhaus & Beutell, 1985；
Pleck, Staines, & Lang, 1980）。
根據Allen等人（2000） 對於過去研究的整理，將職家衝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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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面影響分為三大類：（一）工作相關：在工作相關的職家衝突後
果方面，工作滿意度是最多研究者關心的變項。雖然研究結果不盡
相同，但多數研究都發現當職家衝突增加時，工作滿意度下降。
（二）非工作相關：在非工作相關的職家衝突後果中，生活滿意度
是最多研究者關心的變項，職家衝突與生活滿意度在大多數的相關
研究中呈現負相關。但是，職家衝突與家庭滿意度的研究則數量有
限且研究結果較不一致，有些研究結果指出兩者為負相關，也有些
研究結果發現兩者之間無相關性。（三）壓力相關：職家衝突對個
人而言是一種壓力，壓力相關的後果也呈現在職家衝突高的工作者
身上，多數研究發現職家衝突與心理壓力有正相關。
假設1： 職家衝突與後果變項間呈負向關係，即職家衝突越
高，則工作滿意度和家庭滿意度越低、身心健康越
差。

職家衝突的因應

當職家衝突成為工作者的一種壓力源時，人們如何因應此壓力
源便是進一步需要探討的議題。不管是職家衝突或壓力因應策略的
研究，其研究數量均相當龐大，然而針對職家衝突此特定壓力情境
下的因應策略研究卻相對較少。在1980-2002年有關職家衝突的研究
中，將因應策略作為預測變項或者中介變項的研究佔不到1%（Eby,
Casper, Lockwood, Bordeaux, & Brinley, 2005）。Thomp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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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elmans、Allen與Andreassi（2007）檢視過去在職家衝突情境的
研究中有關因應策略的應用，將各研究者對因應策略的概念及研究
構面區分如下：
一、角色衝突的因應策略
Levinson（1959）認為在組織中有三種層次的角色意義：第一
層為「伴隨著社會職務而產生的結構式要求」，如規範、期待、禁
忌、責任等，是組織給予個人的壓力，引導個人發揮組織所期待的
功能。第二層為「個人對此職務的看法（conception）」，也就是個
人內在對於此職務的定義、他認為位於這個職務的人應該怎麼想、
怎麼行為。第三層為「行動（action）」，指個人在該職務上依照或
違反組織對於該職務規範的行為。
Hall（1972）以Levinson三種層次的角色意義所產生之衝突為
基礎，發展出面對角色衝突的三種因應策略。第一種因應策略為
「結構式角色重定義（structural role redefinition）」，指稱改變
他人對個人角色應有行為的要求及期待，如職業婦女與先生協調小
孩下課後由安親班照顧，改變原有的親職照顧角色之要求。這種因
應策略係改變壓力來源，被視為一種主動式因應策略。第二種因應
策略為「個人角色重定義（personal role redefinition）」，係指個
人改變自己對於角色要求的態度，例如改變自己對於在工作或家庭
角色上的成功定義，或者在工作與家庭之間訂下優先順序以確保某
些角色的要求會先達成，抑或是不因社會對於媽媽應該幫小孩準備
便當等傳統期待而感受到壓力等，此概念與近代女性自決的訴求有
異曲同工之處。第三種因應策略為「回應式角色行為（reactive role
behavior）」，意指個人無意圖改變他人或自己對角色的期待，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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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透過找尋各種方式來改善自己在不同角色上的表現，以盡量完成
不同角色賦予者對個人的要求，例如透過更好的時間安排、更有效
率的行事方式、或花更多時間和心力來完成角色的要求。吳珮瑀、
吳佳慧和蕭高明（2013）訪談媽媽博士生們在追求學業成就表現之
餘，如何因應所面臨的工作、家庭與學業所帶來的多重角色壓力，
訪談結果展現媽媽們採用許多因應策略以減輕壓力，如時間切割與
規劃、尋求內外在資源的協助等，其中以提高時間管理效率來完成
角色要求這樣的回應式角色行為策略之應用尤甚。
二、壓力的因應策略：問題導向與情緒導向
另一類職家衝突的因應策略研究係以Folkman與Lazarus
（1980）的兩種因應策略分類為基礎，將因應策略分為問題導向
及情緒導向（Aryee, Luk, Leung, & Lo, 1999; Brink & de la Rey,
2001; Lapierre & Allen, 2006; Rotondo & Kincaid, 2008; Shinn,
Wong, Simko, & Ortiz-Torres, 1989）。Aryee等人（1999）在香港
的研究結果，發現問題及情緒導向的因應策略都會直接影響工作及
家庭滿意度，但只有情緒導向的因應策略會直接影響生活滿意度。
部份研究因應策略的學者指出因應策略的複雜性高，光使用
問題導向∕情緒導向作為分類基礎過於簡單，他們提出了第三種導
向：逃避導向（avoidance-focused coping）。逃避指個人嘗試逃避
壓力（例如：暫時分心離開該情境）或認為時間可以解決問題，放
任問題的存在而無作為。Rantanen, Mauno、Kinnunen與Rantanen
（ 2 0 11 ） 使 用 此 概 念 ， 將 職 家 衝 突 因 應 策 略 分 為 問 題 、 情 緒 、 逃
避三個面向進行研究，發現在高家職衝突（family-work conflict,
FWC）下，情緒導向因應策略可以緩和FWC對工作滿意度的影響，
206

6BBC5.indd 206

2016/11/18 下午 01:13:21

休閒生活的調節作用

但同時卻有較低的家庭滿意度。在高FWC下，使用逃避導向因應策
略則可以緩和FWC對家庭滿意度的影響。Shinn等人（1989）研究工
作和家庭壓力、工作和家庭滿意度、身體和心理健康、整體生活滿
意度七個後果變項與因應策略的關聯。研究發現情緒導向的因應策
略與負面的後果變項有關聯，而問題導向的因應策略大多與正面的
後果變項有關聯。
三、小結
如同因應策略在一般壓力情境下已被證實具有緩衝壓力帶來的
負面效果之功能，近來職家衝突的因應策略研究中，研究者也開始
關心因應策略在職家衝突及其後果變項間的調節作用。Matsui等人
（1995） 在日本女性中發現家庭面的結構式角色重新定義可調節家
庭對於工作的衝突與生活壓力之關係，Aryee等人（1999）指出情緒
導向的因應策略在家庭對於工作的衝突及工作滿意度之間具有調節
效果。Rantanen等人（2011）發現情緒導向與逃避導向策略分別可
緩和職家衝突對於工作滿意度、家庭滿意度的影響。
Tr e n b e r t h 等 人 （ 1 9 9 9 ） 提 及 過 去 研 究 將 休 閒 視 為 一 種 從 工 作
壓力中逃離的方式，並指出休閒在這個面向上與Lazarus與Folkman
（1984）所提出的情緒導向因應策略之「逃離（escapism）」是
相似的概念，因而可將休閒視為一種情緒導向的因應策略，或者如
Rantanen, Mauno、Kinnunen與Rantanen（2011）所定義的逃避策
略。休閒參與除了可逃離壓力情境之外，Iwasaki（2002）認為文
化類休閒活動可幫助個人暫時離開壓力情境，體驗新奇經驗，具備
洗滌心靈的效果。休閒參與也可增加角色彈性，使人從休閒活動中
獲得自信或擁有資源，以能重新定義個人角色行為，減少在職家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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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中的角色傷害。個人也可能為了滿足休閒需求，而致力於提高工
作、生活、時間之管理策略。
現今對於休閒活動的觀點，已將休閒參與視為生活的重要部
分，是個人充實人生意義、達致自我實現目標的一種途徑，休閒參
與對職家衝突的調解功能可能與過去研究發現已有所不同。因此，
本研究擬探討以休閒參與做為職家衝突的因應策略，嘗試瞭解休閒
參與在職家衝突的調節效果如何。

休閒參與對於職家衝突之調節

「休閒」所對應的英文字彙是「Leisure」，係一般人日常生
活中常使用的詞彙。以中文的意義來看，「休」是「人」與「木」
的結合，在傳統農業社會中，農耕工作後靠在樹旁就是休息，有放
鬆、回復體力的意義。「閒」是「門」與「月」的結合，在一天的
工作後，回到家中從門縫可看見月光，比喻體力與心靈的放鬆與休
息，同時也指稱在當日的工作結束與隔日工作開始中間的「自由時
間」（Liu, Yeh, Chick, & Zinn, 2008）。「Leisure」源於拉丁文的
「licere」，是「被允許」的意思，我們可以解釋Leisure為個人被允
許可從事自己想做之事的時間。
休閒活動很早即出現在人類歷史記載當中，如古羅馬的競技
運動、中國戰國時代的蹴鞠運動等等，可見休閒活動一直是人類生
活的一部分。休閒參與的意義，經歷了不同階段的變化，以歐洲
為例，早期從事休閒活動純粹為了娛樂；中世紀時期，因為宗教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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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休閒被認為是放鬆逸樂的活動，會降低承擔宗教責任的意願，
因而某些種類的休閒活動被禁止；工業革命後，有了固定工作時間
以及休假日的概念，休閒這樣被視為「在工作時間外，個人所自由
選擇從事的活動」因而成為人們生活的重要部分；到了現代，個人
的休閒生活型態快速轉變，平均休閒活動時間增長，休閒活動類型
趨向於多元化，休閒活動受到更多的重視。
倘若工作、家庭與休閒是構成個人生活型態的主要內容，那麼
就資源與時間分配而言，三者之間必然相互影響、互有損益。一般
職家衝突研究所探討的後果變項可分成工作、家庭與身心健康等三
類（Eby et al., 2005），由此三方面來看休閒對於職家衝突所造成
後果的可能影響，可推測進行休閒活動時，在時間與體力上可能影
響在工作與家庭方面的付出，但是休閒活動具有釋放壓力、調節緊
張關係、增加個人成就感、獲得人際脈絡（社會支持）等效益，對
於緩解與調適從家庭和工作而來的壓力，殊為重要，或可提高工作
滿意度或家庭滿意度。當面臨工作與家庭雙重要求下所產生的衝突
壓力時，暫時離開工作或家庭場域，回歸個人世界進行一些休閒活
動，如朋友聚會、旅行登山、閱讀鑑賞、運動競技等，可為個人帶
來新的視野與活力，或可提升身心健康，同時對於緩解工作與家庭
壓力也有益處，能提昇工作滿意度及家庭滿意度。
在工作或家庭相關壓力研究中，學者較少將休閒參與視為一
種因應策略，因過去認為休閒參與是較不重要且不具影響力的行為
（Iwasaki, MacKay, & Mactavish, 2005）。時至今日，越來越多
的研究支持休閒參與可以減低壓力、增進身心健康、提升生活品質
與幸福感（Hull & Michael, 1995; Lloyd & Auld, 2002）。Iwasaki
（2001）的研究指出休閒可以預測心理健康的提升以及主觀壓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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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Iwasaki（2005）同時檢測一般因應策略與休閒因應策略，發
現休閒因應策略比一般因應策略更能預測心理健康，也發現不同的
休閒活動類型以及個人在休閒中獲得的樂趣程度對於適應結果具有
不同的影響力。
關於休閒參與如何調適壓力與身心健康之間關係，一般而言有
兩種理論取向較受到關注，即緩衝模型（buffer model）（Coleman
& Iso-Ahola, 1993）與獨立模型（independent model）（Zuzanek,
Robinson & Iwasaki, 1998）。緩衝模型認為當壓力感受產生時，
使用休閒作為因應策略可以緩衝（調節）壓力感受對適應結果的影
響，並幫助維持良好的適應結果，如身心健康的維持。獨立模型指
出雖然壓力對於適應結果會產生負面的影響，但是休閒對於適應結
果有正面的影響，而且此影響與壓力的大小無關，換言之，休閒與
壓力對於適應結果的影響是獨立的。以下進一步說明此 兩模式之觀
點，以及相關研究發現。
一、緩衝模型
Coleman與Iso-Ahola（1993）提出休閒如何緩衝壓力對身心
健康影響的理論架構，稱之為緩衝模型。他們認為當個人的壓力感
受程度較低時，不論個人有沒有參與休閒，都可保持良好的適應結
果；但是，當壓力感受程度提高時，有休閒參與的人會比沒有休閒
參與的人擁有較好的適應結果。Coleman與Iso-Ahola認為透過休閒
參與而獲得的社會支持，以及休閒參與帶來的自我決定（self-determination）可以在壓力及身心健康的關係中扮演緩衝的角色。在社會
支持方面，因為進行休閒活動時大多與家人或朋友共同進行， 因而
從休閒活動中可獲得人際網絡的支持，並提昇個人的主觀社會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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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ceived social support，指個人認為身邊的親朋好友在有需要的
時候可以提供協助）。主觀社會支持在其他研究中，多認為在壓力
及適應結果間具有緩衝效果（Lu & Chen, 1996）。
在自我決定方面，休閒的定義包含了「知覺自由」與「內在
動機」兩項因素，同時也提供個人使用技能迎接挑戰的自我表現
機會，這些因素都可以幫助個人發展「內在控制觀（internal locus
control，指相信個人所為是自己可以控制的）」、「堅韌性（hardiness，指面對、接受、控制挑戰）」、「自尊」等特質。內在控制
觀、堅韌性及自尊都是「自我決定」特質的重要成分。擁有「自我
決定」的特質在許多研究中發現，可以緩衝壓力對適應結果的負面
影響（Lu & Chen, 1996）。
Coleman（1993）嘗試驗證上述理論，發現休閒帶來的自我決
定（尤其是知覺自由）可以調節壓力與身心健康的關係，但是因 休
閒而獲得的社會支持之調節效果則未被發現。在Iso-Ahola與Park
（1996）以跆拳道選手為樣本的研究中，將社會支持分為休閒友誼
（leisure friendship，為個人主觀感受到的友誼）與休閒同伴（leisure companionship，為實際與朋友共同從事休閒活動），發現休閒
友誼可調節壓力對身體健康的影響，而休閒同伴可調節壓力對心理
健康的影響，而在此研究中沒有發現自我決定的調節效果。
二、獨立模型
獨立模型指出雖然壓力對適應結果會造成負面的影響，休閒對
於適應結果則有正面的影響，但此影響與壓力的大小無關。亦即，
休閒與壓力對於適應結果的影響是獨立的。Zuzanek、Robinson與
Iwasaki（1998）發現，就運動型休閒活動而言，其在壓力及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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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的關係中發揮的獨立效果比調節效果顯著。同樣地，Iwasaki與
Mannell（1999）以大學生為樣本，測試休閒的獨立效果與調節效
果，也發現休閒對適應結果的獨立影響比調節效果更顯著。
Iwasaki（2002）認為截至目前為止，由於直接測試並比較這
兩個模型的研究量過少，所以休閒在壓力及適應結果間扮演的獨立
效果與緩衝效果尚不明確。在Iwasaki的研究中，發現休閒是發揮
獨立效果抑或是緩衝效果要依據休閒的類別而定，他認為休憩類休
閒（relaxing leisure）、戶外活動（outdoor recreation）及嗜好類
（hobbies）有主效果，支持獨立模型；休閒旅遊有緩衝效果；而社
交類休閒與文化類休閒同時具有主效果與調節效果。顯然，獨立模
型僅能解釋某些休閒類別對於適應結果的影響，因此本研究嘗試從
緩衝模型看待休閒與壓力對於適應結果的影響，亦即視休閒的有無
將影響壓力和適應結果之間關係。
假設2： 休閒參與可調節職家衝突對後果變項的影響，即休
閒參與的可能性越高，職家衝突對工作滿意度的降
低、家庭滿意度的減少以及身心健康的干擾等影響
力越小
在衡量休閒效果上，休閒滿意度是最常使用的指標（陸洛、
蔡貴丞、吳欣蓓，2009）。Beard與Ragheb（1980）提出個人欲
在休閒中獲得六種需求的滿足，以此指稱休閒滿意度。他們的概
念大致包含了其它學者所提出的構面，包括1.心理構面（Psychological）：個人在休閒活動中可感受到選擇的自由，並透過面對挑
戰、發揮個人才能以達到自我實現及成就感。2.教育構面（Educa212

6BBC5.indd 212

2016/11/18 下午 01:13:22

休閒生活的調節作用

tional）：個人在休閒活動中追求智能的激發。休閒活動提供個人
學習新知、嘗試新事物的機會，並可滿足個人的好奇心。3.社交構
面（Social）：個人可透過休閒活動發展並維持其自由選擇的人際
關係。休閒活動團體也可幫助滿足個人的歸屬感需求。4.放鬆構面
（Relaxation）：休閒活動可讓人放鬆，並舒緩個人的壓力。5.生理
構面（Physiological）：透過參與體能類型的休閒活動，個人可以
維持體態並恢復體力，達到增進健康的目的。6.美感構面（Esthetics）：個人從事休閒活動的場所若具有美感及有良好的設計，則可
幫助提昇個人的休閒經驗，使個人感到有趣、愉悅。
一般而言，較高的休閒滿意度能調節職家衝突對於工作滿意度
和 家 庭 滿 意 度 的 負 面 效 果 （ 陸 洛 、 蔡 貴 丞 、 吳 欣 蓓 ， 2 0 0 9 ; Tr e n berth, et al., 1999），而促使人身心放鬆、適度身體活動與愉悅經
驗的休閒，能透過休閒滿意度的提升，增進身心健康（Hull & Michael, 1995; Iwasaki, 2001; Lloyd & Auld, 2002）。
假設3： 休閒滿意度可以調節職家衝突對後果變項的影響，
即休閒滿意度越高，職家衝突對工作滿意度的降
低、家庭滿意度的減少以及身心健康的干擾等影響
力越小。
共同從事休閒的同伴也是休閒研究的客觀面向之一（Ennis,
1968）。Zabriskie與McCormick（2001）指出家庭會利用兩種不
同的休閒模式來滿足家庭對於穩定與變化的需求，並促進家庭功能
（family functioning），即核心模式與均衡模式。核心家庭休閒模
式包含一般家庭常規進行、相對低成本、容易達成的休閒活動，例
213

6BBC5.indd 213

2016/11/18 下午 01:13:22

應用心理研究

第65期

2016冬

如與家人共進晚餐、一起在附近的公園散步等，這類休閒模式可以
拉近家人間的關係；平衡家庭休閒模式包含頻率較低、通常不在家
中進行、提供新奇經驗的休閒活動，例如家庭旅遊、家族活動，這
類休閒模式可以幫助家庭發展應對家庭生活挑戰的技能。核心均衡
模式理論獲得研究的支持，在不同類型家庭、大規模樣本研究中，
發覺進行家庭休閒活動對於家庭滿意度有正面的影響（Poff, Zabriskie, & Townsend, 2010; Zabriskie & McCormick, 2003）。
假設4： 家庭休閒可以調節職家衝突對後果變項的影響，即
與家人共同從事休閒的可能性越高，職家衝突對工
作滿意度的降低、家庭滿意度的減少以及身心健康
的干擾等影響力越小。
在Iwasaki與Mannell（1999）的研究中，建議將休閒的種類納
入考量，觀察是否特定類型的休閒活動特別具有緩衝效果。Iwasaki
（2002）的研究發現特定的休閒活動確實較容易產生緩衝效果，而
Iwasaki等（2005）的研究也發現將休閒活動類型納入考慮後，才能
看出休閒參與與適應結果間的關係，如休憩類的休閒參與與即時因
應結果及心理健康有正相關、社交類休閒參與可提昇心理健康、文
化類休閒參與可提昇身體健康。他們更指出，檢視不同休閒活動類
型在因應壓力上扮演的不同角色對於實務建議有其重要性。
因此，本研究除了探討休閒參與對於職家衝突的調節效果之
外，亦探討不同休閒類型對於壓力因應之適應結果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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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台灣地區全職工作者為樣本，採結構式問卷資料收集
法，採便利取樣。在便利取樣的過程中，研究者仍顧及樣本的變異
性，盡量邀請不同職業、不同組織、不同職位、不同年齡的受試者
填寫問卷。受試者來源包含製造業、服務業、教育界、醫療界、金
融業、貿易業等行業別。總計發出紙本問卷387份，回收363份有效
問卷，回收率93.8%；發出網路問卷291份，回收267份有效問卷，
回收率91.75%。總計發出678份問卷，回收630份有效問卷，總回收
率為92.92%。
針對紙本及網路問卷的樣本異質性進行考驗，以描述性統計、
T檢定及相關性檢定等考驗方式，檢查兩種來源的樣本在本研究的
主要變項表現上是否有顯著差異存在。經過主要研究變項在兩不同
來源樣本之相異樣本T檢定，兩樣本在職家衝突、休閒參與、休閒滿
意度、工作滿意度、家庭滿意度、身心健康等變項差異均未達顯著
水準。在相關性檢定上，比較兩不同樣本在主要變項之相關係數矩
陣，結果顯示兩群樣本差異不大，同質性可接受，因此本研究合併
網路及紙本問卷進行後續統計分析。樣本特徵詳見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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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本與網路樣本特徵（紙本N = 363，網路N = 267）
紙本樣本

變項名稱

人數

有效

平均數

百分比% （範圍）

網路樣本
標準差

人數

有效

平均數

百分比% （範圍）

標準差

性別
男

177

48.9%

108

59.6%

女

185

51.1%

159

40.4%

遺漏值
年齡

1
354

0
100.0%

35.46

9.05

267

100.0%

(19-62)
遺漏值
工作年資

9
357

10.46

0
100.0%

5.960

6.64

267

5.44

(0.08-36)
遺漏值

32.97
(22-68)

8.15

(0.08-52.5)

6

0

婚姻狀況
已婚∕分居 181

50.6%

138

51.7%

169

47.2%

122

45.7%

8

2.2%

7

2.6%

未婚
分居∕離婚
∕鰥寡
遺漏值

5

0

職位
非主管

242

66.7%

186

69.7%

主管

115

31.7%

81

30.3%

6

1.7%

0

遺漏值
教育程度

30

8.4%

17

6.4%

大專

225

62.8%

165

61.8%

碩士

93

26.0%

77

28.8%

博士

4

1.1%

6

2.2%

高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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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本樣本
變項名稱

人數

其他

6

遺漏值

5

有效

平均數

百分比% （範圍）

網路樣本
標準差

1.7%

人數
2

有效

平均數

百分比% （範圍）

標準差

.7%

0

公司組織
金融業

19

5.3%

34

12.7%

貿易∕商

28

7.8%

26

9.7%

製造業

141

39.3%

38

14.2%

服務業

58

16.2%

58

21.7%

教育

29

8.1%

32

12.0%

衛生醫療

35

9.7%

25

9.4%

其他

49

13.6%

54

20.2%

遺漏值

4
254

月薪

遺漏值

0
100.0% 49018.25 27452.87 267

100.0% 48876.40 24097.46

(15000-

(10000-

250000)

110000)

109

0

研究工具

本研究編製結構式問卷以收集資料，主要變項包含「職家衝
突」、「休閒參與」、「休閒滿意度」、「工作滿意度」、「家庭
滿意度」、「身心健康」等六項。控制變項則包含人口學背景中的
性別、年齡、婚姻狀況、教育程度、工作年資與所得。量表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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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考慮量表所測構念內涵與本研究所設定的理論意涵之適配性，也
考慮量表已建立之信效度良寙以及使用在華人文化的適用性。
一、職家衝突
採用Carlson、Kacmar與Williams（2000）編製的職家衝突量表
（a multidimensional measure of work-family conflict)。此量表測
量職家衝突的六個構面，即職家衝突的三種來源（時間、緊張與行
為）及兩個方向性（工作影響家庭、家庭影響工作）。全量表共有
18題，每一構面分別有3題，採五點量尺（1表示非常不同意，5表示
非常同意）測量。總分越高表示受試者主觀認定的職家衝突越高。
在本研究中，內部一致性信度為.92。
二、休閒參與
本研究根據休閒活動在職家衝突的情境下可能產生的效果，
採用主觀分類法，將休閒活動分為六大類型：「運動型」、「知性
型」、「休憩型」、「人際型」、「戶外動態型」、「技藝型」，
其中運動型休閒活動包括如球類 、慢跑、登山等活動，知性型休閒
活動包括如閱讀、展覽、音樂會等活動，休憩型休閒活動包括如看
電視∕電影、上網等活動，人際型休閒活動包括如聚餐、拜訪朋友
等活動，戶外動態型休閒活動包括如散步、逛街、旅遊等活動，技
藝型休閒活動包括如烹飪、玩樂器、攝影等活動。詢問受試者當其
覺得工作與家庭有衝突時，參與各種休閒活動的可能性如何，選項
採六點量尺，從1（非常不同意）到6（非常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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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庭休閒
指與家人共同從事休閒活動的頻率，詢問受試者平均與家人共
同從事休閒活動的比例如何。在本研究中以單一題項：「平均與家
人一起從事上述休閒活動的比率？」測量，採七點量尺，1表示總是
（100%）、5表示普通（50%）、7表示沒有（0%），總分越高表示
受試者與家人共同從事休閒活動的比率越低。
四、休閒滿意度
採用Beard與Ragheb（1980）所編製的休閒滿意度量表（Leisure Satisfaction Scale, LSS），包含心理、教育、社交、放鬆、
生理以及美感等六大構面，共有51個題項。本研究從其中挑選能
代表六大構面的題項各一題，以六題極短版LSS進行休閒滿意度測
量，題目包含：「上述休閒活動對我而言非常有趣」、「上述休閒
活動增加我對週遭事物的知識」、「我透過上述休閒活動與他人互
動」、「上述休閒活動幫助我放鬆」、「上述休閒活動幫助我維持
健康」、「我從事上述休閒活動的地方是令我愉悅的」。採六點量
尺（1表示非常不同意，6表示非常同意），總分越高表示受試者的
休閒滿意度越高。在本研究中，六題極短版LSS的內部一致性信度為
.94。
五、工作滿意度
取自密西根組織評鑑問卷（Michigan organizational assessment
questionnaire）（Cammann, Fichman, Jenkins, & Klesh, 1979），
工作滿意度量表共有三題：「整體而言，我不喜歡我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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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我滿意我的工作」、「整體而言，我喜歡在這裡工
作」。其中「整體而言，我不喜歡我的工作」為反向題。採六點量
尺（1表示非常不同意，6表示非常同意），總分越高表示受試者的
工作滿意度越高。在本研究中，內部一致性信度為.88。
六、家庭滿意度
使用Edwards與Rothbard（1999）所編製之家庭滿意度量表，共
有三題：「整體而言，我滿意我的家庭生活」、「整體而言，我的
家庭生活很幸福」、「我的家庭生活很快樂」。採六點量尺（1表示
非常不同意，6表示非常同意），總分越高表示受試者的家庭滿意度
越高。在本研究中，內部一致性信度為.94。
七、身心健康
Cheng與Williams （1986）以30題的一般身心健康量表（general health questionnaire）為基礎，針對華人社會的特色，設計12題
的中國人健康問卷（chinese health questionnaire, CHQ）。在1995
年及2000年中央研究院調查研究專題中心的台灣社會變遷調查中，
以CHQ中的10題測量身心健康狀況，本研究亦參照該作法，以此10
題作為身心健康指標。量表採四點量尺（0表示一點也不，3表示比
平時更覺得），總分越高代表受試者身心越不健康。在本研究中，
內部一致性信度為.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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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與討論

相關分析

根據表2所示，在主要變項的相關分析中，可發現職家衝突與休
閒參與、休閒滿意度以及家庭休閒（和家人一起從事休閒的比率）
等變項均成顯著負相關（r = -.14, p < .01；r = -.18, p < .001；r =
-.12, p < .01）。顯然，職家衝突高者在休閒活動之參與以及感受上
都較職家衝突低者差。職家衝突與三項滿意度指標：家庭滿意度、
工作滿意度及身心健康等均有顯著相關，與家庭滿意度、工作滿意
度成負相關（r = -.28, p < .001；r = -.39, p < .001），而與身心健
康（輕型精神症狀嚴重度）成正相關（r = .46, p < .001），支持研
究假設1。
在休閒參與和三項滿意度指標的關係方面，休閒參與高者家庭
滿意度與工作滿意度亦高（r = .33, p < .001；r = .13, p < .01），但
與身心健康無顯著相關。而休閒滿意度和家庭滿意度與工作滿意度
三者之間亦呈顯著正相關（r = .43, p < .001；r = .15, p < .001），
同樣與身心健康無顯著相關。家人一起從事休閒活動的比率和家庭
滿意度呈顯著正相關（r = .29, p < .001），與身心健康呈顯著負相
關（r = -.12, 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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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變項間相關矩陣
職家

休閒

休閒

家庭

家庭

工作

身心

衝突

參與

滿意度

休閒

滿意度

滿意度

健康

1

職家衝突

1

休閒參與

-.14**

休閒滿意度

-.18***

.74***

家庭休閒

-.12**

.10*

.07

家庭滿意度

-.28***

.33***

.43***

.29***

工作滿意度

-.39***

.13**

.15***

.05

.46***

身心健康

1

-.08

-.07

1

-.12**

1
.24***
-.19***

1
-.33***

1

平均數

45.67

26.37

29.02

3.99

13.97

12.14

9.20

標準差

10.82

4.79

4.79

1.52

2.67

3.09

6.30

註：* p < .05，** p < .01，*** p < .001

差異分析

針對各類休閒參與後果變項之相互關係進一步分析。將休閒參
與得分1~3分（非常不同意至有點不同意）分類為無從事該類別；得
分4~6分（有點同意至非常同意）分類為有從事該類別。接著，進行
兩組在家庭滿意度、工作滿意度及身心健康等得分之差異比較，以
了解有無從事各類休閒活動者在這些變項之差異。分析結果如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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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各類休閒參與及後果變項關係之T檢定結果
後果變項

家庭滿意度

工作滿意度

身心健康

休閒活動類別

t值

運動型

-2.03*

知性型

-3.18**

休憩型

-5.02***

人際型

-4.90***

戶外動態型

-3.91***

技藝型

-2.50*

休憩型

-3.29**

人際型

-2.44*

運動型

2.00*

休憩型

2.53*

人際型

2.40*

戶外動態型

1.99*

註：1. * p < .05，** p < .01，*** p < .001

從表3可看出，只要參與休閒活動，無論類型為何，其家庭滿
意度均比沒有參與的人高；而參與「休憩型」及「人際型」兩種休
閒活動的人，會比未從事該類型休閒活動的人擁有更高的工作滿意
度。從事「運動型」、「休憩型」、「人際型」、「戶外動態型」
等休閒參與類型者，其身心健康均比未從事者更佳。
研究者進一步檢視前述差異是否與人口學因素有關。在人口學
差異分析方面，研究資料顯示面臨職家衝突時，男性比女性更傾向
參與運動型休閒活動（r = .29, p < .001）。年紀越大者，參與休憩
型（r = .-20, p < .001）、人際型（r = -.14, p < .001）、戶外動態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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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 -.12, p < .01）的可能性越低。教育程度越高，越可能參與知
性型（r = .09, p < .05）與人際型（r = .08, p < .05）的休閒活動。
未婚者比已婚者更傾向從事知性型（r = -.09, p < .05）、休憩型（r
= -.15, p < .001）、人際型（r = -.14, p < .001）、戶外動態型（r =
-.09, p < .05）的休閒活動。在職年資越久者，從事休憩型（r = -.13,
p < .01）、人際型（r = -.09, p < .001）、戶外動態型（r = -.09, p
< .001）休閒活動的可能性越低。所得越高者，越不傾向從事休憩
（r = -.11, p < .05）及技藝型（r = -.09, p < .05）休閒活動。已婚者
比未婚者更常從事家庭休閒（r = .40, p < .001），年齡高者休閒滿
意度比年齡低者低（r = -.14, p < .001），未婚者的休閒滿意度比已
婚者高（r = -.12, p < .01），現職年資越長，休閒滿意度越低（r =
-.13, p < .01）。

檢驗調節作用

為檢驗研究假設，本研究採用階層迴歸分析（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以釐清主效果與調節效果。首先將人口學背
景視為控制變項，包含性別、年齡、教育年數、在職年資、婚姻狀
況、所得等，投入階層式迴歸之第一層，以控制個人背景對依變項
的影響。第二層放入自變項「職家衝突（合併原職家衝突與家職衝
突）」，第三層分別放入調節變項「休閒參與」、「與家人共同從
事休閒的比例（家庭休閒）」、「休閒滿意度」，第四層則放入標
準化後的自變項與調節變項交乘項，以檢視自變項與調節變項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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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對後果變項產生交互作用。依不同調節變項，分別進行工作滿意
度、家庭滿意度和身心健康等之階層迴歸分析，結果如表4至表6所
示，交互作用圖如圖1至圖3所示。
一、休閒參與的調節效果
表4階層迴歸分析結果顯示，職家衝突與休閒參與的交互作用只
在工作滿意度此一結果變項上達顯著水準（β = -.11, p < .01），表
示休閒參與在「職家衝突與工作滿意度」的關係中可能具有調節作
用。為進一步了解休閒參與和職家衝突對工作滿意度的交互作用效
果，本研究分別以平均數區分職家衝突及休閒參與的高分∕低分兩
組，繪製交互作用圖如圖1。
表4

職家衝突與三個依變項之分析表─以休閒參與為調節變項
依變項

家庭滿意度
β

Step 1：控制變項

ΔR

工作滿意度
2

β

.05*

ΔR

身心健康
2

β

.08*

.04*

性別

-.04

-.04

-.06

年齡

.01

.04

.00

教育年數

.05

-.01

-.04

-.03

.04

-.10*

.09*

婚姻狀況

-.21***

在職年資

.04

所得

.05

Step 2：自變項
職家衝突

.22***
.08**

-.24***

-.12*
.14***

-.35***

ΔR 2

.21***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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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變項

家庭滿意度
β

ΔR

Step 3

工作滿意度
2

β

ΔR

.10***

Step 4

.12**

.02

2

.00
-.03

.00

職家衝突*休閒參與

ΔR 2

β

.01

.33***

休閒參與

身心健康
2

.01
-.11**

.04

.00

.22

.24

.25

F

16.42***

17.86***

19.07***

(df)

(9, 482)

(9, 494)

(9, 493)

R

*p < .05, **p < .01, ***p < .001
註： 性別：1 = 男性，0 = 女性；姻狀態：1 = 已婚，2 = 未婚，3 = 分居、離婚或鰥
寡

職家衝突與休閒參與的交互作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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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圖1可看到高休閒參與的斜率比低休閒參與的斜率高，顯示休
閒參與能提高工作滿意度，但對於低職家衝突者，休閒參與對於提
高工作滿意度的效果較高職家衝突者高。當職家衝突升高時，休閒
參與對於職家衝突對工作滿意度負面影響的緩衝效果減弱。顯示對
於低職家衝突者，休閒生活有益於提高工作滿意度；然而，對於高
職家衝突者則需要對於職家衝突之性質以及休閒生活對工作之干擾
層面多予瞭解。此結果部分支持假設2。
二、休閒滿意度的調節效果
由表5階層迴歸分析結果來看，職家衝突與休閒滿意度的交互作
用同樣只在工作滿意度上達顯著水準（β = -.09, p < .05），推測休
閒滿意度在「職家衝突與工作滿意度」的關係中具有調節效果。為
進一步了解休閒滿意度和職家衝突間的交互作用效果，本研究分別
以平均數區分職家衝突及休閒滿意度的高分∕低分兩組，繪製交互
作用圖如圖2。
表5

職家衝突與三個依變項之分析表─以休閒滿意度為調節變項
依變項

家庭滿意度
β

Step 1：控制變項

工作滿意度

ΔR 2

β

.04*

ΔR 2

身心健康
β

.08*

.04*

性別

-.02

-.03

-.06

年齡

.03

.05

.00

教育年數

.06

.00

-.04

-.02

.03

婚姻狀況

-.21***

Δ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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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變項

家庭滿意度
β

在職年資

.04

所得

.05

工作滿意度

ΔR

2

ΔR

-.11**

.08**
-.20***

Step 3

-.34***

.42***

Step 4

.46***

.13**

.00
.00

.01

-.04

-.09*

2

.21***

.01

.00

職家衝突*休閒滿意度

-.11*
.14***

.17***

休閒滿意度

ΔR 2

β
.10*

.22***

Step 2：自變項
職家衝突

β

身心健康
2

-.01

.00

.29

.23

.24

F

23.00***

17.54***

18.71***

(df)

(9, 494)

(9, 497)

(9, 496)

R

*p < .05, **p < .01, ***p < .001
註： 性別：1 = 男性，0 = 女性；姻狀態：1 = 已婚，2 = 未婚，3 = 分居、離婚或鰥
寡

從圖2可看到高休閒滿意度的斜率比低休閒滿意度的斜率高，亦
即當職家衝突升高時，休閒滿意度對於職家衝突對工作滿意度負面
影響的緩衝效果減弱。顯示對於低職家衝突者，休閒滿意度有益於
提高工作滿意度；然而，對於高職家衝突者則未必，需要對於職家
衝突之性質以及休閒生活對工作之干擾層面多予瞭解。此結果部分
支持假設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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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家衝突與工作滿意度—以休閒滿意度為調節變項

三、家庭休閒的調節效果
由表6階層迴歸分析結果來看，家庭休閒（與家人一起休閒的
比率）對於家庭滿意度以及身心健康有顯著直接影響（β = .21, p <
.001；β = -.10, p < .05），但是職家衝突與家庭休閒的交互作用在
家庭滿意度、工作滿意度、身心健康等均未達顯著水準（β = .02, p
= .53；β = -.01, p = .76；β = -.06, p = .18），研究假設4未獲支持。
研究結果顯示，家庭休閒在本研究中與家庭滿意度以及身心健
康有密切關係，但並未顯示其對於職家衝突與三個適應結果（家庭
滿意度、工作滿意度、身心健康）之間關係具有調節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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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家衝突與三個依變項之分析表─以家庭休閒為調節變項
依變項

家庭滿意度

工作滿意度

ΔR 2

β
Step 1：控制變項

ΔR 2

β

.05*

身心健康

.08*

.04*

性別

-.02

-.04

-.05

年齡

-.03

-.01

-.02

教育年數

.02

.00

-.05

婚姻狀況

-.12*

-.02

-.03

在職年資

.05

-.10*

.07

所得

.08

.26***

Step 2：自變項

.09**
-.28***

職家衝突
Step 3

-.38***

.46***

-.01
.00

.02

-.01

2

.01
-.10*

.00

職家衝突*家庭休閒

.21***

.00

.21***

Step 4

-.13*
.14***

.03

家庭休閒

ΔR 2

β

-.06

.00

.17

.22

.26

F

11.02***

15.37***

18.87***

(df)

(9, 453)

(9, 454)

(9, 454)

R

*p < .05, **p < .01, ***p < .001
註： 性別：1 = 男性，0 = 女性；姻狀態：1 = 已婚，2 = 未婚，3 = 分居、離婚或鰥
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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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論與建議

休閒與職家衝突及其適應結果之關聯

過去的相關研究大多指出職家衝突對家庭滿意度、工作滿意
度、身心健康造成負面影響，本研究結果亦獲得類似結果。而在休
閒的三個面向（休閒參與、休閒滿意度、家庭休閒）與上述變項的
關係中，休閒參與、休閒滿意度及家庭休閒均與職家衝突有顯著負
相關。此結果顯示職家衝突越高者休閒參與越低，而休閒滿意度也
越低，同時也較少與家人一同從事休閒。就休閒三面向與工作滿意
度、家庭滿意度、身心健康等適應變項之間關聯而言，休閒參與越
高則工作滿意度越高、家庭滿意度也越高，身心健康則無影響；休
閒滿意度越高時，工作滿意度與家庭滿意度均越高，身心健康同樣
無影響；家人一起休閒的比率越高時，家庭滿意度越高而身心健康
越佳，工作滿意度則無影響。此結果顯示休閒生活的豐富與滿足可
明顯增進工作與家庭的適應，而家人一齊從事休閒的比率越高，家
庭關係以及個人身心健康狀況越令人滿意。
休閒、家庭、工作之間的關係 ，涉及生活中各領域如何相互影
響，過去學者提出三種理論模式來解釋這些不同生活領域的影響關
係（Cohen, 1997; Lambert, 1990），他們分別是外溢理論（spillover）、補償理論（compensation）和區隔理論（segmentation）。
外溢理論指出個人在一個領域的狀況和態度會延伸至另一個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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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影響個人在另一個領域的行為和態度，例如在工作上的不開心
會使人在私人生活也不開心，因此兩個領域將呈現正向關聯；補償
理論認為當個人在一個領域沒有獲得滿足時，將在另一個領域尋求
滿足以獲得補償，因此兩個領域間呈現負向關聯；區隔理論則認為
生活中的不同領域是互相獨立的面向，彼此應該沒有統計上的顯著
相關。本研究顯示休閒參與或休閒滿意度高者，工作滿意度及家庭
滿意度均高，是正相關的相互影響，支持了外溢理論的說法，至於
是休閒影響了工作及家庭滿意度，還是工作及家庭滿意度影響了休
閒，在理論上兩種皆有可能。例如，工作通常是個人生活中的主要
領域，個人將主要的時間及精神放在工作上，所以工作的情況很容
易影響到休閒活動的參與狀況。而個人因從事休閒活動而帶來的
自尊及內控等效益，將產生成功期望（expectancy）及工具性信念
（instrumentality belief）等優勢，這兩者可以預測工作滿意度（Orpen, 1978），所以休閒活動也可能影響工作感受。此部分影響關
係值得進一步採縱貫式研究，以釐清休閒生活與其它生活領域的關
聯。
家庭休閒與職家衝突之間呈現負向關係，由於本研究在詢問受
試者時先註明休閒活動的進行為因應職家衝突的策略，因此家庭休
閒與職家衝突的負相關代表「當職家衝突越高，個人越不會與家人
共同從事休閒」這可能是因為當職家衝突高時，個人與家人的關係
處緊張狀態，若與家人共同從事休閒活動反而會增加彼此的摩擦。
不過反向的影響仍有可能，也就是「當個人越常與家人從事休閒活
動，越不容易引起職家衝突」。
越常與家人共同從事休閒，則家庭滿意度越高、身心越健康。
不過家庭休閒與工作滿意度則沒有顯著相關。這個結果呼應了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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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證研究的結論：與家人共同從事休閒可滿足家庭對於穩定及變化
的需求，進而促進家庭功能，使家庭滿意度上升；另外，本次研究
結果更指出，除了家庭滿意度上升外，越常與家人共同從事休閒活
動，對個人的身心健康也越有助益，這可能是因為家庭休閒也屬於
一種人際型的休閒活動，在與家人互動的同時也可獲得社會支持，
達到減壓效果，進而增進心理健康。

休閒的調節效果

一、休閒參與與休閒滿意度的調節效果
根據前述文獻探討結果，休閒活動在理論上對於降低壓力、增
進身心健康、提升幸福感等均有助益，部份研究發現休閒可緩衝壓
力對於身心健康的影響，本研究發現略有不同。當職家衝突低時，
休閒參與與休閒滿意度較高者均擁有較高之工作滿意度，而職家衝
突高時，休閒參與與休閒滿意度較高者也仍擁有較高之工作滿意
度，但是高休閒參與與休閒滿意度者在職家衝突增高時，工作滿意
度下降較快。換言之，休閒參與與休閒滿意度對於職家衝突干擾工
作滿意度的效果中具有強化效果。
休閒作為個人生活的重要領域之一，與個人其它的生活領域
之間具有共同競爭有限資源的特性。例如在時間分配以及心力的付
出等，因而導致休閒與生活其它領域之間的衝突，從文獻探討中也
可見到關於工作—休閒衝突或休閒—家庭衝突的論述（Goff,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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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Staines & O’Connor, 1980; Wong & Lin, 2007）。本研究在休
閒參與對於職家衝突與後果變項的影響效果，可能係因上述資源競
爭的結果。雖然休閒可以讓人暫時離開壓力情境，有放鬆的效益，
但是進行休閒活動也需要花費時間、心力與金錢，當個人已經疲於
處理工作及家庭事務時，過多的休閒參與反而帶來反效果，導致工
作上無法充分發揮，而更惡化原有的職家衝突對工作滿意度的傷
害。綜合以上所述，在職家衝突此特定情境下，以休閒作為因應策
略可能產生兩種效果：
（一） 從事休閒能減低職家衝突的壓力感受，因而能更得力於
工作、家庭和個人身心健康之維護。此為休閒帶來的正
面效果。
（二） 當職家衝突高時，從事休閒反而減少個人處理職家衝突
的時間、精力等資源，加重職家衝突帶來的壓力感受，
導致個人無法因應工作要求、家庭要求和維護個人身心
健康。此為休閒帶來的負面效果。
因此，若欲了解以休閒作為因應職 家衝突的策略，其結果為緩
衝、抵銷或強化，需同時比較休閒為職家衝突帶來的正面效果與負
面效果。休閒參與在職家衝突與家庭滿意度中沒有調節效果，可能
來自休閒參與在家庭面上的正面效果及負面效果互相抵銷的結果。
而休閒參與在職家衝突與工作滿意度中具強化的調節效果，可能係
因為休閒參與在工作面的負面效果強過正面效果，因此休閒參與度
高時，工作滿意度的下降幅度反而更大。休閒滿意度的調節效果也
再一次印證上述關係，越滿足的休閒生活越讓休閒在工作面的正負
面效果差異擴大。
休閒在工作面及家庭面的影響效果具有差異性，有研究者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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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可能係因為在職家衝突發生後，個人感受到分別來自兩個領域
的壓力，並因此對這些領域的滿意度下降（Cohen, 1997; Lambert,
1990）。在本研究中，休閒參與在家庭面可發揮的正面減壓效果比
工作面來得大（r = .33, p < .001；r = .13, p < .01），而休閒滿意度
也具備同樣的效果（r = .43, p < .001；r = .15, p < .01）。
總而言之，休閒參與作為一種職家衝突的因應策略，因其影
響方式的複雜，常有正負向效果相抵銷的現象，甚至可能造成反效
果，是值得注意的一部分。就以休閒參與來因應職家衝突之訴求
上，宜對於職家衝突之性質以及休閒參與對工作之干擾層面多予瞭
解，避免休閒參與成為逃避職家衝突之消極策略，而使得個人更無
法盡心盡力於工作或家庭問題的處理。
二、家庭休閒之調節效果
如文獻回顧所述，在職家衝突的情況下，與家人共同從事休閒
可視為同時具備問題導向及情緒 導向的因應策略，理應在職家衝突
對後果變項的關係中扮演緩衝的角色，然而，本研究結果卻顯示家
庭休閒在「職家衝突與三個後果變項」的關係中都不具調節效果。
換言之，不論個人與家人共同從事休閒活動的比例高低，職家衝突
對後果變項的影響程度是相同的。研究者推測可能係因為在職家衝
突的情況下，與家人共同從事的休閒活動類型會影響該休閒活動的
效益，或是個人因為職家衝突而憂心，使家庭休閒的品質不佳，進
而使家庭休閒的效益不明顯。例如當個人已因家務及公務而過於疲
乏，即便勉強與家人出門旅行，可能也只是整天在車上或旅館休
息，沒有真正陪伴家人，以致雖然進行了家庭休閒，效果卻可能與
單獨進行休憩型活動的效果沒有太大差異。本研究未探究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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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與家人共同從事的休閒活動類型，也沒有個人與家人共同從事休
閒活動的品質相關資訊，若進一步研究中可獲得這些資訊，有利於
探討此矛盾現象。
就階層分析結果發現，休閒參與、休閒滿意度與家庭休閒等
三個主要變項在職家衝突對於結果變項的影響上較為微弱，特別是
家庭滿意度。此結果或許因為主效果太強影響調節效果的表現，也
很可能「獨立模型」而非「緩衝模型」才是「心理真實」，在鮮少
引入「休閒」概念的職家衝突領域中，這些可能性都值得繼續探
討。一般普遍發現交互作用的值及其顯著性考驗較不理想多因為統
計考驗力過低（Aguinis, Beaty, Boik, & Pierce, 2005）。Aguinis
（1995）、McClelland和Judd（1993）建議檢測調節效果時可以將
第一類型錯誤（type I error）的水準提高，如採用α = .10。基於此
見解，在本研究及未來進一步研究中討論交互作用是具有意義的。
就休 閒在職家衝突中所扮演的功能而言，個人休閒通常不涉及
工作和∕或家庭角色的義務。當工作或家庭壓力來臨時，休閒被用
來作為一種治標不治本的策略，因而將休閒歸類為情緒導向因應策
略，如本研究開始的界定。但是，我們仍無法排除休閒可能在工作
和∕或家庭方面，具有社會融合的功能（Lu & Hu, 2002），值得未
來研究深入探討。

在員工協助方面之運用

職家衝突是現代員工最常面臨的困擾之一，當職家衝突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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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員工在工作表現、工作滿意度、身心適應等工作重要指標上 可
能受損。進一步地，還可能影響員工的工作績效、出席率等等。所
以如何幫助員工解決或處理職家衝突的問題，是企業不可忽視的課
題。
近年來，包括政府部門、民間組織和學術界皆提倡休閒帶來的
效益，包含休閒在降低工作壓力、增進工作表現及提昇工作滿意度
上的效果（Fritz & Sonnentag, 2005; Trenberth, et al., 1999），許多
企業在公司內部提供健身房、員工社團或者運動設施，同時也在福
利事項中提供各種休閒活動的補助。是否休閒的減壓效果也適用於
職家衝突的壓力情境呢？依據本研究結果，研究者建議企業應詳加
瞭解員工所面臨的職家衝突之本質以及員工個人壓力負荷狀況，再
提供合宜之休閒措施，避免員工以休閒來逃避問題，無益於壓力之
解除。
根據陸洛等（2009）針對台灣樣本的研究，部份類型的休閒活
動對於降低工作壓力、提升工作績效的確有所助益。本研究結果提
供進一步之提醒，休閒未必能緩衝職家衝突對於工作滿意度、家庭
滿意度及身心健康等的負面影響，有時還可能會強化該影響。在提
供員工以休閒為因應措施之建議時，需審慎評估員工的壓力源、問
題性質，再給予適當休閒方式與類型之建議。

研究限制與建議

本研究受限於時間、經費等限制，未能採用以隨機抽樣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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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得的代表性樣本。雖在便利抽樣的過程中研究者已盡量顧及樣本
的異質性，但仍可能有便利抽樣的系統性偏誤問題存在。如本研究
樣本的教育程度大多在大專以上（89.6%），產業多集中在製造業
（28.6%）及服務業（18.5%）等，所以本研究結果可能較適合應用
在大專以上教育程度的員工，在製造業及服務業的外在效度較佳。
另外，本研究採取橫斷面研究（cross-sectional study），以
致部份變項的關聯尚難釐清，若能採用縱貫式研究（longitudinal
study），則更能了解休閒相關變項與其他主要變項的因果關係。根
據壓力因應的交易理論，因應是個人與環境互動的過程，縱貫式研
究對於個人在職家衝突情境下，如何與休閒的因應策略互動，是值
得進一步深入探究的議題。
本研究著力於探討休閒與職家衝突之間關聯性，屬於較為先驅
性的研究探討，有部份研究結果仍需要未來進一步研究的釐清。例
如，休閒在職家衝突情境下扮演的特定角色，以及可能產生的正反
效果為何，而此效果是否會依不同類型的休閒活動而有不同等等。
期待未來研究針對上述結果做進一步的探討，並在測量上努力克服
測量誤差之限制，以擴展對於以休閒作為職家衝突因應策略的完整
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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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Leisure Lif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Family
Conflict and Adaptation
Pei-Yu Wu
Student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and Guidance Center,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Luo Lu
Department and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Wen-Hsin Wang
Department and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leisure
life as a coping strategy on work-family conflict (WFC) and its consequences. We tested whether leisure participation, leisure satisfaction, and family-based leisure moderat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WFC and its consequences. Convenience sampling method was
adopted, and 630 questionnaires filled out by full-time employe es
were returned from a variety of organizations in different industries.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es showed that leisure participation as
a coping strategy exacerbated the effect of WFC on job satisfaction.
Likewise, Leisure satisfaction exacerbated the impact of WFC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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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b satisfaction. Family-based leisure showed no moderating effect
on any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WFC and its consequences.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although leisure life is benefitial for job, family life, and mental health, contradictory results between leisure and
adaption when WFC is higher must be taken into account.
Keywords: w ork-family conflict (WFC), leisure participation, leisure satisfaction, family-based leisure, coping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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