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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百

在急邊演進之現代生活，除了常見一般現代文明病，罹患身心症的人也越來越
多。處於現代生活的人，除了注重生理健康方面，也須在心理層面上做適當之調適。
隨著週休二日之全面實施，人們重視休閒活動，在安排上也不再侷限單一活動，除了

身體活動之外另也加上心靈活動。尤其近一年來報章雜誌或新聞非常流行之話題莫不

圍繞在 SPA ，而 SPA 也漸漸以健康概念為訴求，進而普及成為休閒活動之一種。究
竟 rSPA J 有何意義及類型，僅藉此篇作一簡介供有興趣者參考。

二、 rSPA J 之由來
依字面而言 'SPA 原文為 Solus (健康)

Por (經由)

Aqua (水)其意即「健康

之水 J (陳盈卉'民 89) 。若再進一步了解，可知 SPA 原為位於比利時之一出產溫泉

之小鎮( Aredennes )之鎮名。早在羅馬時期，即被人發現此小鎮所出之溫泉不僅曬
分低且其所含礦物質雜質極少，當地人民漸發現飲用及泡浴此泉水對身體健康有幫
助，因此便用來治病。而除此之外，古羅馬人也在歐洲其他地方發現相似之溫泉，王
宮貴族因其具有神奇療效，便在附近建造豪華離宮以作其出巡休息之處，因此便逐漸

演進成今日 SPA 華麗建築之前身，義大利佛羅倫斯附近山區之 Tenne Monteccatini 就
是一例。

三、 rSPA J 之意義
一般人所看、所聽之 SPA ，大都從報章雜誌或美容中心、健身中心簡介而來，
但有的會對 SPA 有所解釋，而有些只是介紹其 SPA 設備，然而進去消費之人甚少會
想要認識 SPA 真正的含意及功效。其實真正來看， SPA 手美容、瘦身 ， SPA 手指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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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靡， SPA 芋三溫暖、健身中心、溫泉;其 實它們皆是 SPA 中--~項。而在 SPA
中，指壓稱為按摩，油壓為芳香精油療法，三溫暖為蒸氣浴(

Sauna)

，健身中

心為 í Fitness J '溫泉為 í Hydrotherapy J '而 其中三溫暖 、健身中心、溫 泉是
SPA 必備的 三大硬體設備 (柳湘琦 '民 89 ) 。 而 SPA 之功效除在身體得到完善
照顧外，同時也給予心靈之抒解，當然也是見仁見智的說法，不過處在緊繃的
工作環境，壓力適當的籽解是不可忽略 。

四、 rSPA
1

J

SPA

之類型
J

到底有多少種類、文如何區 分 ，各家說法不同，現僅藉目

前國內常見之類型作簡介:

( 一 )溫泉型:以台灣的環境而言，溫泉分佈極均勻，北部、中部、南部、

東部都有溫泉區，溫泉的成分也因不同而療效也不相同 。 現今台灣泡

湯人口越來越多，因此只要知溫泉成分、功效及泡湯須知，且是利用
大自然資源，此類型可謂經濟文實惠 。

( 二 )Aquamedic Spa 型:屬於水療法的 一 種，其原理即是用水進行拍、沖、
打、按摩等功能，而水療法極溫和，很適 合年長 者，且因屬可自 行使
用不需工作人 員服務 ，現在國內大部分 之游泳 池皆設有按摩池之設

施，因此只要付門票費即可使用。如今國內也開始引進在國外盛行之
海水療法，其功能相同，不過這種海水療法會使用一些輔助工真使其

功效更好 。

( 一三 )Day

Spa (City Spa) 型:其意即是在 一天 內可完成療程 。 人們可針對

自己的時間、需求在時間內獲得身心之抒解。由於 SPA 在台灣有逐漸

廣為人們所接受之情形，因此國內訐多美容中心及健身中心紛紛更新
設備走向 Day Spa 型態，這也
可說走向國際化之 _.__.種 趨

勢 。
(四)飯店或渡假村型:即附設於
飯店或渡假村設施內 。 通常

飯店內原就有健身房及美容

設備， 但因 SPA 已列為新建
飯店之 必備設備趨勢，因此

為把覽 顧客，有的飯店紛將
其設備 重新設計，讓住客住

口忍識 'SPA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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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後能獲得更佳之服務及享受，相對的，每家之設備不同所以功能也
不盡相同。

, SPA j

的型態當然不止以上幾種，不過只要能達成放鬆日的，不管

採用何種 ， SPA j 都隨人而異。其實 ， SPA j 不限年齡、性別，都可嘗試，
因雯，限一些場所而必須針對年齡及性別有所限制，現就以上幾種作比較:

(

-)溫泉型:台灣普遍存有溫泉區，且也因溫泉泉質不同而有不同之功能;

但因屬大自然資源，所以只要付少許費用即可全家一起泡湯，享受溫
泉 SPA' 甚至有的業者會引進泉水而以游泳池之型態經營，其中增加
按摩池、冷泉區、熱泉區等，有的還會增設兒童遊戲區，此類型可算

老少皆 r~[ 且經濟文實惠。不過泡湯之前還是要先視自己身體狀況而
定，且要遵守泡湯規定，才不會造成身體不適。

(二 )Aquamedic Spa 型:可說與溫泉型幾乎相同，且閃水性溫和，只妻不怕
水之人都可利用，其價位也因不需服務人員而較便宜。

(三 )Day Spa (City Spa) 型:在國內多以美容中心型態成立，有的單以男
客、女客為服務對象，但在俱樂部中則不限性別。不過因從事，

SPA j

療程是在完全放鬆情形下進行，所以會限制 16 歲以下孩童進入，且因
需專門人員做服務及各家療程所需產品價位不同，屬高價位型。不過

大型美容中心及俱樂部都設有水療區，在美容中心只要付三溫暖之費
用即可享受水療 SPA (一般不會很貴) ，但在俱樂部中則限會員才可使
用，因此需先加入會員，而各家入會費用因地點、設備不同也有所不
同，因而價位會稍高。

(同)飯店或渡假村型:在國內此型態可說越來越多，而國人渡假休閒之觀

念也因週休三日之實施而日漸盛行。此可q 態也蠻適合毛家參與，不過
飯店內之設備也會因服務項目而有所限制，通常大半之設備都只能限

18 歲以上使用， SPA 之費用因服務項目而收費不同，呵!視自己需求h'ri

定。通常全家出遊者，以現今
飯店或渡假村之設備會有兒

童遊憩區供其活動;國外之渡
假村甚至會安排專人指導兒
章活動，而讓大人可輕鬆從事
任何 活 動，達到放鬆之目的。

此類 型 之收費也見仁見智，不

妨多 比 較之後再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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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1"

SPA

j 起源於比利時，而自十七世紀開始從歐洲流行後，逐漸在全世界

盛行，且也由過去只有有錢人、女性才能享有，而成為不論男女老幼都可去從
事之活動，種類也呈現多樣化，有溫泉型、飯店渡假村型、都會型、 Aquamedic
型等，各型功能則視其使用之方式及部位而有所區別，如: (一)溫泉型:屬

老少皆宜且經濟實蔥、。( 二 ) Aquamedic 型:水性溫和，只要不怕水之人都可
利用，其價位也因不需服務人員而較便宜。( 三 )
從事I" SPA

Spa) 型:因

Day Spa (City

j 療程是在完全放鬆情形下進行，所以會限制的歲以下孩童進入，

且因需專門人員做服務及各家療程所需產品價位不同，屬高價位型。(四)飯
店或渡假村型:此型態也蠻適合全家參與，不過飯店內之設備也會因服務項目
而有所限制，通常大半之設備都只能限 18 歲以上使用， SPA 之費用因服務項

目而收費不同，可視自己需求而定。

1" SPA J 所表現的意義是讓人從內而外完全解放，經過 SPA 之洗樵後，使
人有喚然一新的感覺，能重新思考、重新出發;或可說將1" SPA
之 一 種生活態度，經由 1"

SPA j

j 當成是人生

，更讓自己學會面對自己、面對外在環境改變

後所造成之衝擊，進而掌握生活目標。

套句健保局名言1"人坐久就成植物，躺久即成礦物。」養身同健身是 一
樣，不論從事任何靜態或動態之活動，基本上要以達到健康之目的為先決條

件。而皇PA 雖然講求的是身心解放，但有些型態並非適用任何人，通常人們
可選擇自己喜歡且能接受之方式，來從事旦旦;或自行購買相關產品，現在市

面上也有很多保養產品出售，同樣在家中也可享受到 Home__S_盟，達到心靈之
放鬆 。
壓力的產生，除了外在環境外，最重要在人往往不知該如何為自己內心找

到正確抒解途徑，因而悲劇不斷產生。因此除了多愛家人一點外，也該多寵愛
自 己 一 些。擁有健康之身心，才能有應變環境變遷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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