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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忙碌是為了獲得閒暇。 
──Aristoteles 
*** 

人生忙處須閒 

──湯顯祖，《與周叔夜》 

*** 
巧妙而充分地利用閒暇時間， 

是文明社會最不可能發生的事。 

──Berntrand Russell 

*** 
雖云有物役，乘此更休閒 

──張九齡，《自湘水南行》 

*** 
要測驗文明進化的程度， 

最好就是看它休閒的品質如何。 

──Irwin Edman 

*** 
夫閑夫閑夫閑夫閑，，，，清福也清福也清福也清福也，，，， 

上帝之所吝惜上帝之所吝惜上帝之所吝惜上帝之所吝惜，，，，而世俗之所避也。而世俗之所避也。而世俗之所避也。而世俗之所避也。 
一吝焉，而一避焉，所以能閑者絕少。一吝焉，而一避焉，所以能閑者絕少。一吝焉，而一避焉，所以能閑者絕少。一吝焉，而一避焉，所以能閑者絕少。 
仕宦能閑，可撲長安馬頭前數斛紅塵；仕宦能閑，可撲長安馬頭前數斛紅塵；仕宦能閑，可撲長安馬頭前數斛紅塵；仕宦能閑，可撲長安馬頭前數斛紅塵； 

平等人閑，亦可了卻櫻桃籃內幾番好夢。平等人閑，亦可了卻櫻桃籃內幾番好夢。平等人閑，亦可了卻櫻桃籃內幾番好夢。平等人閑，亦可了卻櫻桃籃內幾番好夢。 
蓋面上寒暄，胸中冰炭；蓋面上寒暄，胸中冰炭；蓋面上寒暄，胸中冰炭；蓋面上寒暄，胸中冰炭； 
忙時有之，閑則無也；忙時有之，閑則無也；忙時有之，閑則無也；忙時有之，閑則無也； 
忙人有之，閑則無也。忙人有之，閑則無也。忙人有之，閑則無也。忙人有之，閑則無也。 

──（明）華淑，《閑情小品序》──（明）華淑，《閑情小品序》──（明）華淑，《閑情小品序》──（明）華淑，《閑情小品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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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課程旨趣 

 先說了，這一門課程並不如課程名稱所示，「看起來」那麼好玩；反而，它是嚴

肅的、思辨的、負擔的，只為了不無費心地弄清楚「休閒」是什麼。 

 課程每週要讀書、要出席，每週有討論、有作業，還上台報告、觀察與分析休閒

現象。文本很多，超過一般課程的份量；文本很難，超過一般課程的難度。 

 如果上述要求都能配合，並且心甘情願地接受，那麼妳／你可以修習這一門課程。 

*** 

 面對「休閒」，不難；但要獲得休閒，享受休閒，不易。根本上，休閒是一個

「自由」的問題。對「休閒」概念，德語文表述得最為傳神──「Freizeit」──亦即

「自由時間」。心理學者 John Neulinger以一種心態的觀點將休閒的自由特徵說得極致：

「休閒感具備，並且只有一個判準，那便是心之自由感。只要一種行為是自由的，無

拘無束的，不受壓抑的，那它就是休閒的。去休閒，意味著做為一個自由的主體，由

自己的選擇，投入於某一項活動之中。」因而，休閒的構成要件是自由，也成為一種

心靈狀態。 

 將此自由的心靈狀態翻譯成扣緊著生活現實與社會脈絡來說，休閒便是如同

Godbey接近定義的方式所描述，「休閒是從文化環境與物質環境的外在壓力中解脫出

來的一種相對自由的生活，它使個體能以自已所喜愛的、本能地感到有價值的方式，

在內心之愛的驅動下行為，並為信仰提供一個基礎。」 

 以自由為前提討論休閒，後續的棘手問題自然陷落於盧梭的困境，「人是生而自

由，但卻無處不在枷鎖之中」。以盧梭的思維方式，休閒成為問題，都要歸咎於人的

自作自受了。也因此，本課程一開始從兩個思辨性極強的文本，試圖釐清休閒以及與

休閒相互對照的概念，也就是勞動與工作。 

 掌握了休閒與勞動／工作的關鍵性區別之後，便進入社會經濟學的糾纏之中，檢

視在人類社會的「進程」，休閒如何在現代社會的工作環境中，不再只是一種心靈狀

態，而是以一種制度性、社會階級性的面貌出現。這是休閒的社會性意涵之探索。 

 繼之，不得不進一步梳理與休閒概念相近相仿之概念：娛樂、暢（flow）、嗜

好，無聊，以及遊戲。這些概念亦是日常生活中的經常遭遇，但終究與休閒不同。 

 本課程的最後一部分，將以主題式的擇取聚焦於幾個休閒議題與現象的討論：時

間是否成為休閒如何可能的關鍵性要素？而休閒類別項目多彩多姿，有無雅俗高低之

別；女性休閒是否亦在性別的差別待遇中遇阻受困？簡樸生活能否做為休閒生活的替

代性選項？以及在慢活意義下的休閒是對於在現代社會中失去自由自在的心靈能否提

供慰藉？ 

 至於或許更引起興趣及關注的休閒生活之現實樣貌，本課程設計於每週第三節課

進行休閒的現實與實務之現象分析與討論，由課程參與者就切身經驗與實際參訪調查，

提供形形色色的休閒話題，以增廣對於休閒現實面向的認識與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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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課程的旨趣不在於上完課後能夠更懂得如何休閒，如何讓一己心靈更為自由。

但期盼能夠更知道究竟什麼是休閒，以及現代社會中休閒所處之困境。 

 修習這一門課程，每週研讀文本，若能夠「閒暇時，取古人快意文章，朗朗讀之，閒暇時，取古人快意文章，朗朗讀之，閒暇時，取古人快意文章，朗朗讀之，閒暇時，取古人快意文章，朗朗讀之，

則心神超逸，則心神超逸，則心神超逸，則心神超逸，鬚眉開張鬚眉開張鬚眉開張鬚眉開張」（陸紹珩，《醉古堂劍掃》），那麼本課程可以視為一項別

開生面的休閒活動了。 

 將上課變成休閒活動，可能嗎？ 

貳、 課程分組 

 為鼓勵課程參與者對課程文本內容相互討論、交換意見之學習方式，以討論小組

為學習單位進行文本導讀、現象分析與討論，以及文本研讀整理之撰寫。課程參與者

須以小組為學習單位進行文本研讀與討論。每組以不超過四四四四位位位位課程參與者組成為原則，

於第一次上課進行分組。 

參、 課程進行與評鑑方式 

 本學期課程評鑑以下列項目為依據，課程參與者必須參與所有評鑑項目。詳細實

施辦法於第一堂課說明及討論後確定。 

一、 課堂出席參及參與討論（30%）： 

1. 課程參與者每次上課務必親自簽到，以為課程出席之證明。課程出席評分依下

列表項實施： 

缺席次數 四次以上 三次 二次 一次 

出席成績（30分） 0 分 10分 20分 25分 

2. 缺席次數四次以上本課程總成績以零分計算 

3. 上課參與討論之積極程度。 

4. 本項成績以個人為評鑑單位本項成績以個人為評鑑單位本項成績以個人為評鑑單位本項成績以個人為評鑑單位。 

二、 文本研讀整理（memo; 30%）：  

1. 課程參與者每週需針對研讀文本撰寫至少 2000 字字字字之研讀整理，並於當日上課繳

交書面紙本。研讀整理之寫作要點除扼要闡述文本所涉及之議題及旨趣，尤應

側重該論文寫作構思、論述脈絡、方法策略，與閱讀後之批判質疑與獨立見解，

以為課程中參與討論之基礎； 

2. 文本研讀整理寫作架構： 

（1） 本文所為何來？（≧500字） 

（2） 深得我心之處（≧500字） 

（3） 不敢苟同之處（≧500字） 

（4） 對照經驗現象及可能延伸議題（≧500字） 

（5） 提問（至少三題） 

（6） 自由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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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詳細閱讀文獻、進度請參閱：陸、「休閒社會學」課程研讀文本及進度； 

4. 本項成績以課程分組為評鑑單位本項成績以課程分組為評鑑單位本項成績以課程分組為評鑑單位本項成績以課程分組為評鑑單位。 

三、 文本導讀（（（（20%））））： 

1. 課程參與者以討論小組為單位，由課程所提供之研讀文本中，視修課人數自選

及協調依序輪流進行。 

2. 導讀目的在於整理並提出當週研讀文本之議題、內容與研讀心得。 

3. 為減省資源使用，每週文本導讀小組需以 ppt 電子檔案方式介紹闡述，不需提

供書面紙本。 

4. 本項成績以課程分組為評鑑單位本項成績以課程分組為評鑑單位本項成績以課程分組為評鑑單位本項成績以課程分組為評鑑單位。 

四、 休閒的現實與實務之現象分析與討論（（（（20%））））： 

1. 原則上每週課程第三節課（16:10-17:00）進行休閒的現實與實務之現象分析與

討論。 

2. 現象分析與討論之主題得參考課程文本內容所啟發之面向領域，並可視課程參

與者之興趣及需求自訂，不需呼應或配合當週研讀文本之主題，例如與休閒範

疇與型態、休閒方式與創意、休閒服務與休閒產業、休閒生活之調查與訪談等

與休閒相關之議題。 

3. 原則上由前一週前一週前一週前一週之文本導讀小組負責提供並主持每週之休閒現象分析與討論。 

4. 每週休閒現象分析與討論主題於課程第二、三週第三節課由各分組提出並協調，

以避免重複議題。確定後即著手準備，若有修訂或變更議題，需徵得任課教師

之同意。 

5. 為減省資源使用，每週提供並主持休閒現象分析與討論之小組需以 ppt 電子檔

案方式介紹闡述，不需提供書面紙本。 

6. 本項成績以課程分組為評鑑單位本項成績以課程分組為評鑑單位本項成績以課程分組為評鑑單位本項成績以課程分組為評鑑單位。 

肆、 教學互動網 

1. 本課程提供教學互動網以利學習，網址如下：

https://sites.google.com/site/thusocccj/home 

2. 上述每週之文本導讀以及現象分析與討論之電子檔案（ppt）由任課教師上傳至

教學互動網，提供課程參與者參閱。 

3. 課程相關訊息亦上傳至教學互動網，提供課程參與者參閱。 

伍、 本課程評鑑項目、成績配置及實施辦法若有任何建議、變更或未盡事宜得隨時於

課堂中討論及說明，確定後公告於教學互動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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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休閒社會學」課程研讀文本及進度 
 

週次 日期 課程進度及研讀文獻 

1 
2014 

0923 
課程旨趣與進行方式之說明，及分組、研讀論文「導言」之分配 

2 0930 

閒暇（2-1） 
� Pieper, Josef（尤瑟夫‧皮柏）／劉森堯譯：閒暇：文化的基礎。臺北縣新店

市：立緒文化，2003，頁 49-132［＝閒暇與崇拜］，本週進度頁 49-86［＝I-
II］。 

3 1007 

閒暇（2-2） 
� Pieper, Josef（尤瑟夫‧皮柏）／劉森堯譯：閒暇：文化的基礎。臺北縣新店

市：立緒文化，2003，頁 49-132［＝閒暇與崇拜］，本週進度頁 87-132［＝
III-V ］。 

4 1014 
工作（2-1） 
� Arendt, Hannah（漢娜‧阿倫特）／王寅麗譯：人的境況。上海：上海人民，

2009，頁 60-104［＝勞動］。 

5 1021 
工作（2-2） 
� Arendt, Hannah（漢娜‧阿倫特）／王寅麗譯：人的境況。上海：上海人民，

2009，頁 105-136［＝工作］。 

6 1028 兩岸三地研討會（停課）☺ 

7 1104 

有閒階級 
� Veblen Thorstein（范伯倫）╱李華夏譯：有閒階級論——一種制度的經濟研

究。臺北縣新店市：左岸文化出版：遠足文化發行，2007，頁 41-64［＝第三
章：炫耀式的休閒］ 

� Veblen Thorstein（范伯倫）╱李華夏譯：有閒階級論——一種制度的經濟研
究。臺北縣新店市：左岸文化出版：遠足文化發行，2007，頁 65-88［＝第四
章：炫耀性消費］ 

� Goodale, Thomas L.（托馬斯‧古德爾）、Godbey, Geoffrey C.（杰弗瑞‧戈
比）／成素梅、馬惠娣、季斌、馮世梅譯：人類思想史中的休閒。昆明：雲南
人民，2000，頁 105-121［＝第六章：工業主義、娛樂和休閒］。 

8 1111 

生活方式 
� Mills, C. Wright（米爾斯）／周曉虹譯：白領：美國的中產階級。南京：南京

大學，2006，頁 169-188［＝第十章：工作］ 
� Godbey, Geoffrey C.（杰弗瑞‧戈比）／康箏譯：你生命中的休閒。昆明：雲

南人民，2000，頁 27-58［＝第二章：休閒的過去與現狀］。 

9 1118 期中考（停課）☺ 

10 1125 

休閒、娛樂、暢、嗜好 
� Godbey, Geoffrey C.（杰弗瑞‧戈比）／康箏譯：你生命中的休閒。昆明：雲

南人民，2000，頁 1-26［＝第一章：休閒、娛樂、遊戲與「暢」］。 
� 王國維：人間嗜好之研究。收錄於徐洪興編選：王國維文選。上海：上海遠

東，2011，頁 182-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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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202 
無聊 
� Svendsen, Lars Fr. H.（史文德森）／范晶晶譯：無聊的哲學。北京：北京大

學，2010，頁 1-42［＝第一章：無聊的問題］ 

12 1209 

遊戲 
� Huizinga, Johann（約翰‧赫伊津哈）／多人譯：遊戲的人。杭州：中國美術學

院，1998，頁 49-81［＝第三章：推動文明進程的遊戲和競賽］。 
� Huizinga, Johann（約翰‧赫伊津哈）／多人譯：遊戲的人。杭州：中國美術學

院，1998，頁 193-217［＝第十一章：遊戲狀況下的西方文明］。 
� Huizinga, Johann（約翰‧赫伊津哈）／多人譯：遊戲的人。杭州：中國美術學

院，1998，頁 218-237［＝第十二章：當代文明的遊戲成分］。 

13 1216 

時間 
� Goodale, Thomas L.（托馬斯‧古德爾）、Godbey, Geoffrey C.（杰弗瑞‧戈

比）／成素梅、馬惠娣、季斌、馮世梅譯：人類思想史中的休閒。昆明：雲南
人民，2000，頁 139-154［＝第八章：作為商品的時間］。 

� Baudrillard, Jean（波德里亞）／劉成富、全志鋼譯：消費社會。南京：南京大
學，2000，頁 168-178［＝休閒的悲劇或消磨時光之不可能性］ 

14 1223 

休閒的雅俗 
� Goodale, Thomas L.（托馬斯‧古德爾）、Godbey, Geoffrey C.（杰弗瑞‧戈

比）／成素梅、馬惠娣、季斌、馮世梅譯：人類思想史中的休閒。昆明：雲南
人民，2000，頁 244-264［＝第十三章：休閒活動存在優劣之分嗎？］。 

15 1230 

女性的休閒 
� Henderson, Karla A.（卡拉‧亨德森）、Bialeschki, M. Deborah（黛博拉‧拜爾

列席基）、Shaw, Susan M.（蘇珊‧蕭）、Freysinger, Valeria J.（瓦列麗亞‧弗
萊辛格）／劉耳、季斌、馬嵐譯：女性休閒──女性主義的視角。昆明：雲南
人民，2000，頁 206-242［＝第七章：「想幹就幹」不易：參與、限制與可能
性］。 

16 
2015 

0106 

簡樸 
� Elgin, Duane／張至璋譯：自求簡樸。臺北縣新店市：立緒文化，1996，頁 43-

108［＝2：簡樸生活的人們］。 

17 0113 
慢閒 
� Honoré, Carl／顏湘如譯：慢活。臺北市：大塊文化，2005，頁 245-277［＝

9：慢閒：休息的重要性］。 

18 0120 期末考（停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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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認識休閒（即席問答） 

1. 請勾選或填寫我最常從事的五種休閒活動： 

 

□閱讀 □下棋 □騎腳踏車 □演戲 

□逛夜市 □游泳 □義工／志工 □旅行 

□電影 □舞蹈 □登山 □攝影 

□電視 □品酒 □網路遊戲 □唱歌 

□ □ □ □ 

□ □ □ □ 

*** 

2. 請勾選或填寫影響安排休閒活動及享受休閒時光的五個主要因素： 

 

□健康 □熱愛旅行 □氣候 

□居住地 □體能 □感情生活 

□朋友 □外貌 □時間 

□性格 □金錢 □興趣 

□車子 □ □ 

□ □ □ 

*** 

3. 說明： 
○ 本問卷目的在於大致瞭解課程參與者的休閒活動項目，以及影響休閒活動的因素。 
○ 本問卷不記名填答，請於開學第一週上課填寫，並於當日下課繳回任課教師處。

問卷結果統計後將於次週上課公告週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