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旨在針對現今大學生的情緒調節、調節焦點、樂觀與創造力之相關進

行探討，本章共分為四節：第一節為研究動機，第二節為研究目的，第三節為研

究問題，第四節為主要名詞詮釋，第五節為研究限制。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從前，城裡的一個老媽媽有兩個小孩，大兒子賣草席維生，小兒子賣雨傘糊

口。每天一早，如果天空艷陽高照，老媽媽就擔心小兒子當天的生意；倘若那天

刮風下雨，老媽媽就煩惱大兒子的收入。於是老媽媽未曾有過一絲快樂的笑容，

每天愁眉苦臉。街坊的鄰居便告訴她，怎麼不轉個彎來想：天氣晴大兒子自然生

意興隆，下雨天小兒子的客人自然就會絡繹不絕。於是老媽媽終於在憂愁的轉彎

處，遇見了樂觀。 

 

生活中我們常常使用「樂觀」這個字眼，我們都喜歡在陽光的朝氣中生活著。

把「樂觀是什麼？」這樣的問題丟到平常人的思維中，竟出現意想不到的驚奇。

有人說：「樂觀是天塌下來還有高個兒擋著呢！」；也有人說：「樂觀是在陽光普

照的時候，灰塵也會閃閃發亮。」；更有人說：「樂觀是站起來的次數永遠比跌倒

的次數多一次。」。而當我們還沉浸在憂鬱的當下，樂觀的人已經整裝待發，用

一種開放的心胸，去接受生活中無限的可能性。 

 

那麼「樂觀」究竟是什麼？它所代表的意涵與概念為何？中國人的「快樂

觀」、「樂天」與西方的「Optimism」有何差異？ 

 



辭海把樂觀解釋成：謂人之觀世事一切無不快然自足者。牛津字典定義樂觀

(optimism)：相信事情最後會有好結果，傾向採光明面來看待事情，並對成功抱

持著信心。而根據研究樂觀的學者 Carver & Scheier (1985)則認為樂觀的人預期

好事將會發生在他們身上。不管是把樂觀當成一種認知的偏誤、態度或是信念，

中國所謂的樂天與西方的樂觀主義(optimism)似乎都有異曲同工之妙。本研究根

據西方的研究文獻為基礎與國內少數的研究為輔，並設計樂觀的開放問卷蒐集普

羅大眾對樂觀的看法，企圖想要了解一般人心目中的「樂觀」。 

 

Seligman (2002)認為心理學的領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變成一門以治療為

取向的科學。研究的重心在於恢復人類因為不健全功能所造成的傷害。這樣的現

象專注在病理學上，而忽略了個體自我實現的想法，也忽略了可以重建個體力量

的可能性。正向心理學的目標在於催化(catalyze)一種轉變─也就是將心理學的領

域從只有著力在恢復傷害到也能建立良好生活品質的過程。而正向心理學的領域

包括過去重視的幸福感(well-being)、滿足感(satisfaction)，到現今的心流(flow)、

快樂(joy)、幸福感(happiness)，以至於未來的樂觀(optimism)、希望(hope)。 

 

正向心理學運動(positive psychology movement)的概念是在 Seligman當選

APA(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主席後的幾個月才開始。這樣的意念是

來自於他與五歲女兒的鋤草經驗，他從中了解教養小孩不是只有把重點放在小孩

的錯誤身上，而是找出並培育小孩的正向特質。幫助他們找出適合活動的領域，

讓他們在這些強壯的特質中活的更漂亮、更美麗。 

 

Seligman (2002)認為在二次世界大戰前，心理學有三個主要的任務：第一，

治療心理的疾病；第二，使人們的生活更有生產性、更滿足；第三，發現並培育

資賦優異的孩子。但二次世界大戰後除了心理疾病已獲得改善外，其他兩個任務

卻被遺忘。心理學也漸漸把重心放在一種所謂犧牲者的哲學，我們只看見人類被



動的一面，外在的增強可以強化或消弱反應、驅力、內在動機等等。心理學的研

究也就轉變成以心理功能不良、環境壓力所產生的負向影響為主，例如：離婚、

死亡、性虐待。 

 

然而正向心理學運動所要傳遞的訊息是心理學的方向已經受到扭曲了。心理

學不只是研究疾病、缺陷、傷害，也需要研究正向力量與良善(virtue)，例如：工

作、教育、洞察力、愛、成長與遊戲(play)。這並非意味著正向心理學只依靠有

希望的想法、自我欺騙，而是嘗試用一種科學的方法來解決問題與適應生活。 

 

Seligman最近的一本著作名為「Authenetic Happiness」，由國內學者洪蘭(民

92)所譯，名為「真實的快樂」。書中再一次提到過去的心理學偏重心理與精神疾

病，忽略了生命的快樂與意義，他希望藉由傳遞正向情緒與個人長處、美德來喚

醒大家對真實快樂的追求。書中最後提到三種生活，「愉悅的生活」來自成功追

求與放大正向感覺的技術；「美好的生活」則是有效地應用個人長處得到真實的

快樂；「有意義的生活」是要能將長處實現到比個人更大的目標。 

 

因為正向心理學的蓬勃發展，讓許多研究也都尾隨其後。而樂觀就是以正向

的期望出發來看待事情，這樣正向的力量可以讓我們在生活中充滿信心與活力。

研究者希望從健康快樂的角度來看待人生中不如意的事，而想要研究樂觀就是想

從良善開始，最後也期待研究會有一個圓滿的結束。 

 

同樣地，過去的升學主義抑制了孩子的創意，現在國內興起一股創造力的風

潮，除了國內學者為了打造創造力國度所研擬的創造力教育白皮書，另外教育部

也正在推動「創造力教育中程計畫」。更在 93年 2月舉辦了一場創造力教育博覽

會，從中我們看到了創意教師、創意校園、創意學子等多項創造力的結晶。無庸

置疑地，創意氛圍已經在我們生活中逐漸擴散，我們樂於見到創意的表現，就如



同我們沉醉在樂觀帶給人們的正向力量。我們尾隨正向心理學的發展，企圖從中

窺視樂觀與創造力之間的關係。 

 

根據研究者在心理與精神病學資料(PSYCINFO)資料庫的統計，有關樂觀的

相關研究從 1990年至 2003年，約有 545篇以樂觀為標題的研究在各大期刊中發

表，另外從西文博碩論文 ProQuest Digital Dissertations(PQDD)的資料庫中也發現

從 1990年至 2003年約有 160篇以樂觀為標題的學位論文。意味著近 10年來樂

觀在國外已經廣泛的被討論，反觀國內的期刊與學位論文資料相對缺乏，因此引

發本研究之動機。 

 

鑒於台灣物質生活的快速提昇，相對的心靈生活卻明顯的普遍低落。中央日

報的「兩成小四生，不想活」斗大標題讓人怵目驚心，讓我們不禁思考，台灣的

小孩怎麼了？根據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最新一項針對國小學童動起自殺念

頭的情況所進行的研究發現，台北市國小四年級學童動過自殺念頭的比例是新竹

縣同年齡學童的 2倍！這顯示都市裡的孩子要比非都會區的孩子更有憂鬱傾

向，如果沒有及早疏導，自殺可能性也將隨之升高。 

 

衛生署近期公布的「國人憂鬱指數調查」，15歲以上的國人，近 9%(8.9%)

有憂鬱症狀，即至少上百萬人心情鬱卒。其中，少年為生涯規劃而煩惱，老人為

健康因素而煩惱，男性則為職場及失業而憂鬱，女性為親子關係憂鬱。其中女性

的憂鬱現象比男性更甚之。 

 

也許我們已經被這些新聞疲勞轟炸到忘了去深入了解，在這個知識爆炸、資

訊流通快速的環境中，我們是怎麼樣「生活」的，究竟我們只是「存在著」？還

是真實的「活著」？憂鬱、悲觀、自殺彷彿是昨天才猛然驚見的新聞快報。憂鬱

症、癌症、愛滋病同被世界衛生組織列為二十一世紀的三大疾病之一。訪間的書



持續的出版，遠流出版的「學習樂觀，樂觀學習」、「教孩子樂觀學習」、商周出

版的「樂觀─心靈種籽」和皇冠出版的「樂觀不斷電」，一系列的書籍都是為了

幫助大眾跳脫負面的情緒，改用陽光的心情、幽默的語言輕鬆面對人生。因此本

研究認為樂觀對於普羅大眾的生活有明顯的影響，社會大眾有必要了解樂觀的相

關議題。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之一，是為了解國內大學生的樂觀傾向、男女生是否有所差

異，以及樂觀與學業成績之關係。大學生們是否樂觀？他們的樂觀信念？樂觀對

其生活的影響？因此透過本研究的自陳量表，可以了解他們在樂觀傾向、樂觀信

念與樂觀影響力三方面的現況。另外，根據過去的文獻資料顯示，在性別方面，

國內的一項研究發現男女生在樂觀上沒有明顯的差異(何家齊，民 87)。而本研究

想要了解在國內經過開放問卷所編制的樂觀量表中，兩性在樂觀上是否會有所差

異？。最後，在一項針對日本學生的研究中發現，樂觀的確會影響學業成績

(Koizumi, 1999)。另外，Norlander與 Archer (2002)的研究指出樂觀會影響運動員

的表現。基於國內研究的不足，本研究也想了解國內大學生的樂觀與學業成績之

關聯。 

 

本研究的目的之二，探討情緒調節與樂觀之間的關係。在有關情緒的文獻

中，Matthews (2000)研究發現樂觀與情緒有正向且直接的關係。另外，就樂觀與

心情而言，Segerstrom與 Taylor (1998)認為樂觀與好心情是有所關聯的。Gross

與 John (2003)認為重新詮釋可以用來測量樂觀程度。而重新評估者被預期會比較

幸福、生活滿意、樂觀與不沮喪，相對的壓抑者被預期面對生活較不適應、生活

不滿意、不樂觀與沮喪(Gross & John, 2003)。這些結果意味著情緒調節與樂觀有

所關聯。 

 

本研究的目的之三，探討調節焦點與樂觀之間的關係。Higgins等人(2001)

的研究發現求成取向的個體使用熱情的方法達成任務，確保正向的結果出現；而

避敗取向的個體則使用警戒的方法，確保負向的結果缺席。Lockwood, Jordan與

Kunda (2002)的研究發現求成的個體偏好能追求希望結果的策略，容易被正向楷



模激勵；避敗的個體喜好能避免厭惡結果的策略，容易被負向楷模激勵。如果把

樂觀當成對結果的正向預期，那求成的個體趨向符合想要的結果似乎也算是一種

樂觀的表現。所以調節焦點與樂觀似乎有所關聯。 

 

本研究的目的之四，探討樂觀與創造力之間的關係。過去的升學主義抑制了

孩子的創意，現在國內興起一股創造力的風潮，教育部也正在推動「創造力教育

中程計畫」。就創新行為而言，Scratchley與 Hakstian (2002)的研究發現擴散思考

與開放性與創意管理有關。除此之外創造力自我效能的出現使得個體在能力信心

上面是具有增值的影響(Tierney & Farmer, 2002)。樂觀的人預期未來有好事將會

發生，傾向尋求不同的角度看待事情，對未來的可能性也有較大的容忍空間，而

樂觀對結果的正向預期，也隱含著樂觀的人比較有自信可以達成目標。因此似乎

樂觀與創造力有所關聯。 

 

根據上述將本研究的研究目的簡要陳列如下： 

1. 了解國內大學生樂觀的現況、性別差異與學業成績之關係。 

2. 探討「情緒調節」與「樂觀」之關係。 

3. 探討「調節焦點」與「樂觀」之關係。 

4. 探討「樂觀」與「創造力」之關係。 

5. 探討「情緒調節」、「調節焦點」、「樂觀」與「創造力」之關係 

6. 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建議，供大學生的教育、輔導及未來相關研究之參考。 

 

 

 

 

 



第三節  研究問題 

 

根據前述的研究動機與目的，本研究所要探討的問題如下： 

 

(一) 我國大學生的樂觀之現況、性別差異與學業成績之關係如何？ 

1. 我國大學生的「樂觀傾向」、「樂觀信念」與「樂觀影響力」的現況如何？ 

2. 男女生在「樂觀傾向」、「樂觀信念」與「樂觀影響力」上是否有所差異？ 

3. 大學生的「樂觀傾向」、「樂觀信念」、「樂觀影響力」與「學業成績」關

係如何？ 

 

(二) 大學生的情緒調節與樂觀之關係如何？ 

1. 大學生的「重新評估」與「樂觀傾向」、「樂觀信念」、「樂觀影響力」之

關係如何？ 

2. 大學生的「壓抑行為」與「樂觀傾向」、「樂觀信念」、「樂觀影響力」之

關係如何？ 

3. 大學生的「沉著冷靜」與「樂觀傾向」、「樂觀信念」、「樂觀影響力」之

關係如何？ 

 

(三) 大學生的調節焦點與樂觀之關係如何？ 

1. 大學生的「求成取向」與「樂觀傾向」、「樂觀信念」、「樂觀影響力」之

關係如何？ 

2. 大學生的「避敗取向」與「樂觀傾向」、「樂觀信念」、「樂觀影響力」之

關係如何？ 

 

(四) 大學生的樂觀與創造力之關係如何？ 



1. 大學生的「樂觀傾向」、「樂觀信念」、「樂觀影響力」與「創新行為」之

關係如何？ 

2. 大學生的「樂觀傾向」、「樂觀信念」、「樂觀影響力」與「創造力自我效

能」之關係如何？ 

 

(五) 大學生的情緒調節、調節焦點、樂觀與創造力之關係如何？ 

 

 

 

 

 

 

 

 

 

 

 

 

 

 

 

 

 

 

 



第四節  主要名詞詮釋 

 

(一)大學生： 

指台灣地區各公、私立大學的學生。 

 

(二)樂觀傾向： 

樂觀是指預期好事將會發生在他們身上，而且不管是在一般的自然狀態或是

特別的情況下，個體會傾向做正向的結果預期。在本研究中，是指受試者在吳靜

吉、李澄賢(民 92)所編之「樂觀傾向量表」中得分的高低，得分越高表示受試者

越樂觀。 

 

(三)樂觀信念： 

包含「樂觀固定信念」、「樂觀增長信念」，以下分別說明： 

 

1. 「樂觀固定信念」是指個體認為樂觀是固定的，而且不會隨時間與經驗而改

變的信念。在本研究中，是指受試者在吳靜吉、李澄賢(民 92)所編之「樂觀

信念量表」中，樂觀固定信念分量表得分的高低，得分越高表示受試者越傾

向樂觀固定的信念。 

 

2. 「樂觀增長信念」是指個體認為樂觀會隨時間與經驗而改變的信念。在本研

究中，是指受試者在吳靜吉、李澄賢(民 92)所編之「樂觀信念量表」中，樂

觀增長信念分量表得分的高低，得分越高表示受試者越傾向樂觀增長的信念。 

 

(四)樂觀影響力： 

 



樂觀影響力是指個體認為樂觀對於生活的影響力。在本研究中，是指受試者

在吳靜吉、李澄賢(民 92)所編之「樂觀影響力量表」中，樂觀的影響力量表得分

的高低，得分越高表示受試者認為樂觀影響生活的程度越大。 

 

(五)情緒調節： 

Gross與 John (2002)提出兩個情緒調節的策略：重新評估(reappraisal)與壓抑

(suppression)。所謂重新評估是一種認知的改變，而這樣的認知改變牽涉到以非

情緒化的方式去解釋一個潛在地情緒抽離的情境，進而改變當下情緒的衝擊

(Lazarus & Alfert, 1964)。而壓抑則是一種回應的方式，而此回應方式意味著抑制

正在進行的情緒表達行為(Gross, 1998)。在本研究中，是指受試者在本研究所修

訂之 ERQ量表(Em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中，「重新評估」、「壓抑」與「沉

著冷靜」三個分量表的得分情形。在重新評估分量表上得分越高，表示受試者越

傾向重新評估；在壓抑分量表得分越高，表示受試者越傾向壓抑行為；在沉著冷

靜分量表上得分越高，表示受試者越傾向沉著冷靜。 

 

(六)調節焦點： 

Higgins (1997, 1998)的理論與研究認為個體會有兩種不同的調節焦點：求成

取向(promotion)與避敗取向(prevention)。採取求成取向是為了努力達到理想我

(ideal self)，把焦點放在希望與成就(得到收穫)。而避敗取向是為了努力避免災難

並且達成應該我(ought self)，把焦點放在安全與責任(沒有損失) (Higgins et al., 

2001)。在本研究中，是指受試者在本研究所修訂之 Promotion/Prevention Scale

量表中，「求成取向」與「避敗取向」兩分量表的得分情形。在求成分量表上得

分越高，表示受試者越傾向求成焦點；反之，在避敗分量表得分越高，表示受試

者越傾向避敗焦點。 

 

(七)創造力： 



包含「創新行為」和「創造力自我效能」，以下分別說明： 

 

1. 「創新行為」是一種兼含「產生」和「實踐」創意的歷程，在本研究中，是

指受試者在吳靜吉、郭俊賢、王文中、劉鶴龍、陳淑惠和李慧賢等人(民 85)

所編之「創新行為量表」中得分的高低，得分越高表示受試者越有創新行為。 

 

2. 「創造力自我效能」在 Tierney與 Farmer (2002)的研究中認為創造力自我效

能的構念是個人創造力的自我形象，包含自尊、信心與感覺，在本研究中，

是指受試者在本研究所修訂之 CSES量表(Creative Self-Efficacy Scale)中得分

的高低，得分越高表示受試者的創造力自我效能越高。 

 
 
 
 
 
 
 
 
 
 
 
 
 
 
 
 
 
 
 
 
 
 
 



第五節  研究限制 

 

(一)在研究設計上： 

 

在探討樂觀與學業成績之關係時，本研究僅讓受試者以自陳的方式回答其上

一學期的學業總平均，也許無法確實反應學生的真實分數。另外，在探討情緒調

節、調節焦點、樂觀與創造力之關係時，未考慮涉及交互作用的影響，也是本研

究設計上的一個限制。 

 

(二)在研究對象上： 

 

本研究以台灣地區各公、私立大學的學生為蒐集樣本，基於研究者的能力與

時間限制，採取便利抽樣的方式進行研究，樣本也許無法具有充分的代表性。 

 

(三)在施測程序上： 

 

本研究絕大部分是透過包裹郵寄的方式請課堂的教師幫忙施測，唯政大與海

大由研究者親自施測，因此在施測程序上無法達到標準化的過程，測量的結果也

可能會因為其他相關因素的干擾，包括：教師的陳述方式、教師給予學生作答的

時間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