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共分為六節，第一節探討樂觀的概念；第二節探討研究樂觀的各種理

論；第三節探討測量樂觀的工具；第四節探討樂觀的相關研究；第五節探討有效

學習樂觀的技術；第六節探討樂觀與情緒調節、調節焦點、創造力的關係。 

 

第一節  樂觀的概念 

 

我們常常聽到有人說：「張三，你很樂觀耶！」或是「李四，不要那麼悲觀

啦，事情總是可以解決的。」。雖然每個人都慨括性的了解樂觀與悲觀的意義，

但事實上要對樂觀或悲觀做解釋時，似乎也無法清楚明白的定義。就像是一般人

很難回答樂觀是什麼？亦或是樂觀與達觀有何不同？樂觀這樣的抽象名詞，似乎

變得可以意會而不容易言傳。生活中常用的字詞，我們用一種有默契的傳遞方式

彼此溝通。以下我們會針對樂觀的概念與意涵先進行討論，然後再針對樂觀的相

關議題、樂觀的前因做簡要的敘述： 

 

(一)樂觀的概念 

 

辭海把樂觀解釋成：謂人之觀世事一切無不快然自足者。似乎比較像是陶淵

明的悠然自得，也有些許仿效王維的恬淡自適。易經繫辭：『樂天知命，故不憂』，

幾乎是最早出現「樂天」一詞的古文典籍。宋辛棄疾稼軒詞二水龍吟瓢泉：『樂

天知命，古來誰會。行藏用舍，人不堪憂。一瓢自樂，賢哉回也！』，就是在尊

仰顏回的安貧樂道。中國文人的樂觀似乎隱含著能快樂的面對天命，生命自然而

然的就會遠離憂慮。經過許多西方研究驗證的發現，果然樂觀的人比較不容易得

憂鬱症，身體也比較健康。 



 

樂觀到了西方，卻有著不太相同的詮釋。西方字典的樂觀包含兩個相關的概

念。第一，擁有希望或堅信好事最終會普遍地存在。第二，一種信念或傾向相信

我們生活在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那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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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最早

研究樂觀的 Carver & Scheier (1985)則認為樂觀的人預期好事將會發生在他們身

上。Segerstrom (2001)則認為樂觀是不管在一般的自然狀態或是特別的情況下個

體會做正向的結果預期。西方學者卡貝爾(Cabell)曾說：『樂觀的人宣稱這個世界

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一個，悲觀的人卻惟恐這是真的』(The optimist 

proclaims that we live in the best of all possible worlds, and the pessimist fears that 

this is true.)。這與中國才子佳人小說中的圓滿似乎也不謀而合，中國傳統的連續

劇幾乎都隱含著樂觀與完美收尾的概念。 

 

以下針對西方的哲學史，來觀看樂觀的意涵，以下這些資料是整理自西方哲

學史(民 74)一書第十一章的內容： 

 

樂觀主義(optimism)是德國哲學家萊布尼玆(Leibniz)所提倡的，他認為世界

即一切可能有的世界當中最善的一個。他的哲學有一個最典型的特徵，即可能的

世界有許多之說。一個世界如果與邏輯規律不矛盾，就叫「可能的」世界。因此

可能的世界有無限多個，神因為性善，決定創造這些可能的世界當中最好的一

個，而神把善超出惡最多的那個世界看成是最好的。他本來可以創造一個不含一

點惡的世界﹐但是這樣的世界就不如現實世界好。 

 

舉個平凡的實例看，在大熱天裏當你渴極的時候，喝點涼水可以給你無比的

痛快。讓你認為之前的口渴固然難受，也值得忍受。因為若不口渴，隨後的快活

就不會那麼大。所以儘管神預見到亞當要吃掉蘋果，雖免不了責罰，但神決定給



予人類自由。結果產生的這個世界雖然含有惡，但是善超出惡的盈餘比其它任何

可能的世界都多。因此它是所有可能的世界當中最好的一個。這套道理明顯中了

普魯士王后的心意。她的農奴繼續忍著惡，而她繼續享受，有一個偉大的哲學家

保證這件事公道合理，怎不令人快慰。當時的人們認為他所發表的言論都是蓄意

要討王公后妃們嘉賞的東西。 

 

查閱文獻之後，發現有關樂觀一詞，學者各有不同的解釋。有學者認為樂觀

是一種認知的偏誤(Dember, Martin, Hummer, Howe, & Melton, 1989; Kulik & 

Mahler, 1987; Weinstein, 1980)。有些學者則認為樂觀是一種態度(Scheier & Carver, 

1985; 1987; Staats, 1989)。在面對不確定環境時，對正向結果評價過高；對負向

結果評價過低，也就是高估正向結果，低估負向結果(Hinze & Suire, 1997)。也有

學者認為樂觀是一種信念(Peterson & Bossio, 1991)。在面對確定環境時，仍然對

未來充滿期望，認為結果將會以預期的樣子發生(Hinze & Suire, 1997)。 

 

綜合上述，中國的樂觀似乎隱含著能快樂的面對天命，生命自然而然的就會

遠離憂慮，但似乎少了預期的的概念。而西方的樂觀，則傾向把樂觀定義成對未

來事件的正向預期。然而不管東方或西方同樣都是用正向、光明的態度來看待事

情。本研究認為樂觀的人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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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不管樂觀是一

種認知的偏誤、態度、信念，亦或是西洋哲學史上非主流派的學說，都算是樂觀

的一種展現。 

 

(二)樂觀概念的相關議題 

 

在說明樂觀的概念時有幾個需要討論的議題(Fincham, 2000)：1.樂觀是單極

化(unipolar)或兩極化(bipolar)，2.樂觀是對未來的一種因果歸因(causal attribution)



或是一種預期(expectancy)，3.一般性(general)樂觀與特別性(specific)樂觀的差異。 

 

首先，樂觀與悲觀是否為同一連續分配上兩極；也就是在同一個構念下，樂

觀與悲觀是分屬連續分配的兩端，亦或是不同連續分配上的單極。在單極的情況

下，樂觀與悲觀分屬兩個概念，有不同的起因、結構，甚至與其他構念關係(例

如：健康、適應不良)也不同。Scheier與Carver (1985)宣稱LOT(Life Orientation Test)

是單一因素，也就是樂觀與悲觀是在同一向度下的兩極。另外Marshall, Wortman, 

Kusuals, Hervig與 Vickers (1992)對 LOT做因素分析，結果顯示 LOT為二因素模

式，分屬兩個不同的向度。Marshall等人(1992)表示悲觀與神經質和負向情感有

關聯；樂觀則與外向和正向情感有關聯。另外，Chang與其同事的研究顯示，樂

觀包含兩個因素：一個是正向預期，另一則為負向預期(Chang, 1998; Chang et al., 

1994)。基於這樣的爭議，這個議題還需要後續研究發展出適合的測量工具來鑑

別。 

 

再者，樂觀到底是對未來的一種因果歸因或是一種預期。事實上習得無助感

理論原以期望(expectation)的概念為核心(Seligman, 1975)。但修正後的習得無助

感模式卻以歸因為重點。甚至 Seligman, Abramson, Semmel與 Baeyer (1979)日後

所編制的 ASQ(Attributional Style Questionnaire)已經把焦點從預期移至歸因。

Abramson等人(1978)認為『歸因用來預測期望再次發生的可能性，而期望則決定

無助感的發生。』 

 

最後，Fincham (2000)提到一般性樂觀與特別性樂觀的差異。Metalsky等人 

(1987)的研究發現，學生對負向成就事件的一般性歸因可以顯著地預測他們對於

期中考成績的特殊性歸因，但不能有效預測人際關係的一般性歸因。Horneffer

與 Fincham (1996)認為一般性歸因與特殊性歸因有顯著的關聯，但是特殊性歸因

未必是一般性歸因的子集。也就是隨著內容(context)的差異，歸因也會隨著改



變，不會傾向同一種解釋。後續還有很多有趣的問題，例如：個體長期具有樂觀

心態是否比只對特殊領域樂觀者更健康？ 

 

(三)樂觀的前因 

 

根據學者的研究，樂觀的前因有四包含：基因(genetics)、依附(attachment)、

社會學習(social learning)、接觸負向事件的經驗(exposure to negative life 

events)(Garber & Flynn, 1998; Hammen, 1992; Kovacs & Beck, 1978; Rose & 

Abramson, 1992; Seligman, Kamen, & Nolen-Hoeksema, 1988)。 

 

首先，在基因方面，已經有一些證據顯示基因造成樂觀與解釋風格的差異

(Gillham et al., 2002)。Schulman, Keith與 Seligman (1991)發現在同卵(MZ)雙胞胎

中，解釋風格有顯著的相關；相對地，在異卵(DZ)雙胞胎中則沒有顯著。Plomin

與其同事(1992)以實驗設計的方式，結合雙胞胎與認養的研究來估計約有 23%的

樂觀與 27%的悲觀來自於遺傳。這樣的結論挑戰了 Seligman (1991)認為個體在樂

觀與悲觀程度的差異是完全地來自於學習的差異。 

 

再者，在依附與社會學習方面，Garber & Flynn (in press)認為父母親的認知

與小孩表現出來的認知有關。另外也有研究發現母親對孩子行為的解釋與孩子的

歸因風格有顯著相關(Fincham & Cain, 1986; Turk & Bry, 1992)。因此孩子不只模

仿了父母親的認知型態，並從觀察父母對其行為的解釋，間接的從中學習因果歸

因(Garber, 2000)。除此之外，孩子也從重要他人(例如：父母、教師、好友)身上

得到社會回饋來了解自己(Beck & Young, 1985; Bowlly, 1988)。特別是孩子若不斷

暴露在父母親的批評、拒絕、強制或過度控制下，很容易產生對自己、世界、與

未來的負向態度(Litovsky & Dusek, 1985; McCranie & Bass, 1984; Stark et al, 

1996)。 



 

最後，有關負向事件方面，Garber與 Flynn (in press)認為早期發生過多的負

向事件可以顯著的預測接下來生活的沮喪歸因。這些負向事件包括：被虐待經驗

(Kaufman, 1991; Gold, 1986)或是父母間的衝突(Nolen-Hoeksema, Girgus, & 

Seligman, 1986)。在一項跨情境的研究中發現負向事件與沮喪歸因有所關聯，這

項研究是讓成人自陳性的回顧兒童時期(Rose, Abramson, Hodulik, Halberstadt, & 

Leff, 1994)，另一個短期的縱貫研究中也證實了負向事件與沮喪歸因有所關聯

(Nolen-Hoeksema, Girgus, & Seligman, 1992)。除此之外，孩子若自覺是沒能力的

也很容易在壓力情境中變的無助(Stipek et al., 1981)。 

 

 

 

 

 

 

 

 

 

 

 

 

 

 

 

 

 



第二節 樂觀的理論 

 

樂觀沒有明確的理論，通常樂觀一詞出現都會伴隨著悲觀以作對比。多數都

是由一些理論來解釋樂觀的意涵。從早期提出的動機的預期價值理論，企圖解釋

樂觀者是以一種預期結果的心態看待未來事件。並認為樂觀是自信的表現，而非

自我控制或自我效能。 

 

接著以動機的預期價值理論(Expectancy-value theory)為藍本的自我調節理

論(Self-regulation theory)，認為樂觀是一個自信的回饋迴圈(feedback loop)。樂觀

者為了達成預期的結果而縮小回饋迴圈的差異，產生正向情感而趨向令人振奮的

結果預期。此外，從自我調節理論衍生的課題「突變理論(Catastrophe theory)」，

突變理論是一種數學模式。其利用物理學磁帶現象(hysteresis)來端看樂觀者的一

致性(consistency)，以及努力程度與自信的關係如何相互影響個體的心理狀態。 

 

另外有一條支流就是研究習得無助感後所發展的解釋風格理論(Explanatory 

style theory)，也有稱為歸因風格理論(Attribution style theory)，從解釋結果的習慣

來評估個體的樂觀程度。儘管有很多研究顯示解釋風格的構念與樂觀迴異，但是

解釋風格的研究應用層面很廣。不管是樂觀者在成就、運動、政治、婚姻等等都

牽涉到解釋風格理論，仍有其學術上的貢獻。 

 

最後以自我效能理論(Self-efficacy theory)與希望理論(Hope theory)來與樂觀

作為對照，其中自我效能理論是對自我能力的預期，且偏向對某一領域的能力的

預期。相較於樂觀的一般性結果預期有不同層面的影響。而希望理論的涵蓋範圍

又比樂觀更寬廣，樂觀者缺乏解決問題的路徑(pathways)，而僅有希望理論中的

意志力(agency)。兩者的構念與樂觀皆有一定程度的重疊，於是將其理論與樂觀



的概念做連結。 

 

本節一共討論六種與樂觀相關的理論，包括：動機的預期價值理論、解釋風

格理論、自我調節理論、突變理論、自我效能理論、希望理論。其中動機的預期

價值理論是整理自 Carver與 Scheier (2003)的文章；解釋風格理論是整理自

Reivich與 Gillham (2003)的文章與國內學者洪蘭(民 86)所譯的「學習樂觀，樂觀

學習」一書(原文為 Seligman (1991)所著的 Learned Optimism)；自我調節理論與

突變理論是整理自 Carver與 Scheier (2002)的文章；自我效能理論是整理自 Eggen

與 Kauchak (1999)的書；希望理論是整理自 Snyder, Sympson, Michael與 Cheavens 

(2002)的文章。研究者將這些理論整理如下： 

 

(一) 動機的預期價值理論 

 

動機的預期價值理論(Expectancy-value theory)假定：1.人的行為是為了追求

目標。人們試著藉由行為來符合他們的欲求，且遠離他們所厭惡的。欲追求的目

標越重要，在個體的動機中其價值也就越顯得重要。2.預期是一種可以達成目標

價值的自信或懷疑的感覺。假如目標有了但個體卻缺乏信心，一樣無法產生行

為。懷疑的感覺會在行為開始或正在進行中減少努力的程度。唯有足夠的自信才

能使得行為持續進行。當面臨挑戰時，樂觀者傾向以自信與堅持來處理問題，而

悲觀者卻是懷疑與猶豫。當事情更為困難時，差異會更顯擴大。樂觀者假定逆境

可以成功的解決，悲觀者則較可能預期災難與不幸。 

 

在預期價值理論中，樂觀被認為是一種自信的表現，而非自我效能的預期與

自我控制的結果。假如人們有高度的自我效能預期，他們想必會認為個人的努力

與技巧將會決定事情的結果。另外在自我控制的概念下也是一樣的，當人們覺察

到情況是在控制之下，他們會假定想要的結果會經由個人的努力而發生。但預期



價值理論認為樂觀的構念在於人們之所以樂觀是因為樂觀者相信自己有才能、努

力工作、有福氣、運氣好，有貴人相助等等可以產生好結果的因素(Murphy et al., 

2000)。這些等等的因素包含了自我效能、自我控制、因果決定因素的情境。因

此預期價值理論認為這些意涵都應容納在樂觀構念的傘下。 

 

(二)解釋風格理論 

 

解釋風格理論(Explanatory style theory)是源自於修正後的習得無助感理論

(Reformulated Learned Helplessness Theory：RLHT)。RLHT認為個體在面臨正向

或負向情境時，在解釋事件時有三個面向：內在(internal) vs.外在(external)、穩定

(stable) vs.不穩定(unstable)、普遍(global) vs.特定(specific)。首先，假如你認為事

件是自己造成的，那你就是內在型解釋風格；相對的如果你認為事件是別人或環

境造成的，那你就是外在型解釋風格。再者，假如你認為事件是永遠的、從不的、

持續的，那你就是穩定型解釋風格；相對的如果你認為事件是有時候的、剛好的、

最近的，那你就是不穩定型解釋風格。最後，假如你認為事件是由於一般性因素

所產生，那你就是普遍型解釋風格；相對的如果你認為事件是有其特定因素，那

你就是特定型解釋風格。 

 

樂觀者在解釋負向事件時，傾向外在、不穩定、特定型。例如：她可能剛好

現在正忙著(外在=她、不穩定=可能剛好、特定=現在正忙著)。反之，悲觀者則

傾向內在、穩定、普遍型。例如：我從不擅長人際關係的處理(內在=我、穩定=

從不擅長、普遍=人際關係的處理)。相反的，在解釋正向事件時，樂觀者與悲觀

者的解釋模式就相互對調。樂觀者傾向內在、穩定、普遍型，而悲觀者則傾向外

在、不穩定、特定型。一個樂觀的解釋風格會與動機、成就、幸福感有較高的相

關，而與沮喪症狀呈現較低的相關(Buchanan & Seligman, 1995; Peterson & Steen, 

2001)。Carver與 Scheier (2002)表示樂觀與解釋風格理論是有概念性地連結的。 



 

對負向事件有樂觀解釋風格的大學生學業成就較高，在職場上也較具生產力

(Schulman, 1995)。研究發現樂觀的解釋風格有助於身體健康(Peterson, 1988; 

Peterson & De Avila, 1995)、運動表現(Rettew & Reivich, 1995; Seligman, 

Nolen-Hoeksema, Tornton, & Tornton, 1990)、婚姻滿意度(Fincham & Bradbury, 

1993)與政治選舉(Zullow, 1995)。流覽有關解釋風格的文獻，對於負向事件的解

釋風格可預測沮喪症狀的增加，而對於正向事件的解釋風格可預測沮喪症狀的降

低(Gillhan et al., 2002)。 

 

樂觀的解釋風格在問題的因應上比較有效率，也比較有動機去面對困難

(Gillhan et al., 2002)。Gillhan等人(2002)認為樂觀者與問題焦點的因應

(problem-focused coping)呈現正相關，因為樂觀者會正向地重新詮釋問題並接納

現實情境是不可控制的。除此之外樂觀者對於否認的防衛機制與置身問題之外的

心態呈現負相關(Amirkhan, Risinger, & Swickert, 1995; Aspinwall & Taylor, 1992; 

Scheier & Carver, 1993)。 

 

(三)自我調節理論 

 

自我調節理論(Self-regulation theory)是以動機的預期價值理論為藍本發展出

的想法。而自我調節理論中最基本的單位就是回饋迴圈(feedback loop)。其中回

饋迴圈包含了數個部分：目標(goal)、標準(standard)與參照價值(reference value)、

比較機制(comparator)、輸出(output function)、環境因素(effect on enviroment)、輸

入(input function)。 

 

其中個體首先面臨自身的目標與參照價值，而這些可能是自己所設定的，或

是對於未來可能我(possible self)的預期(Markus & Nurius, 1986)。同時個體也會經



由輸入的過程知覺目前行為與未來的影響。而環境因素中的他人期望也會影響個

體知覺。接著，行為與目標就會經過一個比較機制。如果個體的行為與目標或參

照價值一致而沒有差異(discrepancy)時，行為會持續進行；如果不一致時，就會

經由輸出的過程改變目前的行為。經過調適後的行為會比較符合先前設定的目標

與參照價值，並且隨即產生一個新的知覺過程，因而回饋迴圈持續循環。 

 

其中，影響環境因素的來源稱之外在干擾(outside disturbance)，這樣一個干

擾源卻可以決定輸入與參照價值的差異。例如：增加差異使得輸出行為需要改變

或是外在干擾先佔據需要調整的輸出行為，系統便無法察覺差異所在。 

 

除此之外，還有另一種回饋迴圈，其目標是要增加差異，與減少差異迴圈的

差別在於它是反目標(anti-goal)的。一般來說，反目標的例子像是：收到交通罰

單、被大眾嘲笑或被公司解聘。叛逆少年極力的尋求與父母親期望不同的行為，

並追求同儕的認同。其中父母親的參照價值對青少年來說就是反目標，因此他們

盡可能地表現出不一致的行為。就實質上來說，增加差異的迴圈也是使用相同的

方法去減少差異，只不過是變成減少反目標與行為間的差異而已。 

 

再談到迴圈的核心，也就是比較的機制包含了兩個形式。其中一為正向與負

向的情感，另一個則是自信與懷疑，許多研究都證實這樣的看法(Carver & Scheier, 

1998)。就正向與負向情感而言，假如個體以極慢的速度邁向目標，負向情感就

會產生。個體便會視情況更努力，並試著加速往目標前進。反之，如果個體以超

出需求的速度朝向目標，正向情感就會產生，個體便會覺得毫不費力地前進。 

 

Carver & Scheier (2002)則根據 Higgins (1987)的想法提出縮小差異迴圈在情

感方面是為了要避免沮喪而趨向振奮與快樂，而增加差異迴圈則是要避免焦慮而

趨向放鬆與滿足(Carver & Scheier, 2002)。有研究顯示，樂觀此一構念可以有效



預測沮喪，只是因為其反應了負向情感(Gillhan et al., 2002)。如果從自我調解理

論來看待樂觀者應該會為了達成預期的結果而縮小目標與行為之間的差異，並且

產生正向情感而趨向令人振奮的預期。 

 

就信心與懷疑而言，一個有信心的迴圈會產生較樂觀的結果評估(Carver & 

Scheier, 2002)。行為的結果也受到信心與懷疑的影響。如果個體期望未來是一個

成功的結果，就會朝向目標努力。反之如果懷疑太過強烈，就會產生逃避。就處

理問題而言，樂觀者比較是目標導向，而悲觀者則是採取脫離(disengagement)的

策略(Carver et al., 1993; Scheier et al., 1989)。 

 

心理的脫離不可能持續很久，因為當環境強迫個體再次面對任務時，如此一

來會產生自我懷疑的負向反芻(rumination)。就自我調節來說，脫離是不可缺少的

部分，因為這樣我們才能藉由脫離不可達成的目標進而從新出發。Carver與

Scheier (2002)甚至建議後續研究在測量樂觀時可以用下面的兩個指標 1.達成正

向結果的信心，2.避免負向結果的信心。 

 

(四)突變理論 

 

突變理論(Catastrophe theory)是一種數學模式，主要是在描述不連續

(discontinuity)、分歧點(bifurcation)或裂口(splittings)等現象(Brown, 1995; Stewart 

& Peregoy, 1983; Thom, 1975)。而與心理學有關的則是尖端突變論(cusp 

catastrophe)，它有兩個控制參數去影響一個結果變項。其中的控制參數就類似我

們實驗設計中的獨立變項，結果就是一個依變項。這樣的關係就像是一個三度空

間的座標系，x與 z為控制參數，y則是結果變項。 

 

在突變理論中最重要的一個特徵就是磁帶現象(hysteresis)，而描述磁帶現象



特徵最簡單的就是在 z向度的範圍內，x與 y的關係有摺疊的現象。重疊的曲面

有上界值與下界值，在其他範圍都為不穩定狀態。所以若系統從磁帶下方往上方

移動，必須達到上界值才會跳躍至曲面頂部。同理，若系統從磁帶上方往下方移

動，必須達到下界值才會回復至曲面底部。 

 

用在解釋個體心理狀態時就變得相當有趣。例如：一個人的信心是從磁帶的

上方進入系統，也就個體擁有高度的自信。儘管過程中也許會有許多線索顯示信

心低於標準，然而個體還是會持續的努力並投入(egagement)。相反的，如果一個

人的信心是從磁帶的下方進入系統，就算有許多線索顯示信心已經高於標準，缺

乏自信將會讓個體無意努力。這樣的現象也可以解釋樂觀者為什麼傾向保持樂

觀，而悲觀者傾向保持悲觀，甚至兩種人的當時情境一樣。 

 

磁帶現象還有一些有趣的情況，像是個體對一些生活領域有悲觀的結果預

期。當這些領域對個體來說是重要的時候，磁帶的現象就出現了。也就是當行為

的重要性增加時，磁帶的寬度也會隨著增加。而需要的努力與信心會隨著行為的

重要性增加，欲到達曲面的頂部就需要更多努力與信心。因此要達到磁帶的上界

值，需要很強烈的自信，否則一切的努力都將會變成沒有發生。 

 

(五)自我效能理論 

 

自我效能(Self-efficacy)是一種信念，意指個體可以掌握環境並且產生令人喜

歡的結果(Santrock, 2001)。自我效能就是我能(I can)的信念，而無助感就是我不

能(I cannot)的信念(Stipek, 1996)。當個體對成功存有期望，且認為成功具有價

值，個體就會產生自我效能感，並且預期在長久的付出以後，就會產生成功的價

值，因而願意努力以求得成功(Schunk, 1994)。自我效能亦是一種正向的情緒經

驗，它讓人感到愉悅，例如獨立解決代數問題、第一次滑雪而沒有摔倒等等(Eggen 



& Kauchak, 1999)。 

 

Bandura(1986)提出三個會影響自我效能的因素。包括：過去的表現、模仿、

口頭說服、心理狀態。過去表現佳，自然會預期將來成就高。若從社會學習論的

角度來看，透過觀察與模仿成功行為，將有助於自我效能的提昇。教師的口頭鼓

勵不啻是學生自我增強的來源，也可以間接增進學生的自我效能。不管是正向的

心理狀態(愉快、安全)或負向的心理狀態(焦慮、疲倦)都會影響學生的自我效能，

進而影響學習表現。 

 

張春興(民 85)認為自我效能意指個體根據自己以往的經驗，對某一特定工作

或事務，經過多次成敗的歷練後，確認自己對處理該項工作，具有高度效能。

Bandurau (1986, 1996)也認為自我效能僅止於個體對自己能力的預期，而非對行

為結果的預期。根據過去的研究，多數都認為樂觀與自我效能的構念都是以預期

的觀點來解釋個人的目標導向行為，而前者的預期概念較為廣泛，而不僅限於對

自我能力的評估(何家齊，民 87；丁明潔，民 92)。 

 

(六)希望理論 

 

希望理論(Hope theory)中有兩個重要元素：意志力(agency)與路徑

(pathways)。所謂的意志力是指達成目標的能量(energy)，而路徑則意味著達成目

標的方法與計劃。希望理論也有一個循環模式，從過去的學習經驗(learning 

history)提供先前的意志力與路徑為出發點，在事件發生前(pre-event)做目標結果

的評估到事件的結果(event sequence)後經由意志力與路徑交互影響，最後端看行

為是否有達成目標。希望理論中，有一個情緒的回饋路線，正向情緒被假定個體

覺察到成功而形成，而負向情緒則是覺察到失敗所產生。Snyder (1996)的實徵研

究亦支持覺察個體在追求目標時成功與否會產生情緒。 



 

樂觀與希望的概念都是與穩定人格特質有關，且均反映出對於未來的一般性

期望。Scheier與 Carver (1985)在定義樂觀時意圖不去強調個人效能的因素，而

認為結果的預期才具有最佳的預測力。而 Snyder (1995)認為一個樂觀的人會相信

事情將在他的手上有所轉機，但不一定會有達成目標的方法。樂觀模式仰賴類似

意志力(agency-like)的預期達成目標，然而卻在路徑的因素上不明顯，儘管如此

仍有研究顯示樂觀者藉由樂觀量表所測得的結果，有較高的問題焦點因應

(Scheier, Weintraub, & Carver, 1986; Strutton & Lumpkin, 1992)與計劃性(Fontain, 

Manstead, & Wagner, 1993; Friedman et al., 1992)。也許是樂觀量表的中的路徑因

素表現的過於含蓄(implicit)，有研究發現在做因素分析時，希望量表與樂觀量表

的路徑因素卻呈現直交(orthogonal)的情況(Magaletta & Oliver, 1999)。換句話說，

樂觀的路徑因素與希望的路徑因素是相互獨立的。 

 

(七)小結 

 

綜合上述，可以發現有關直接描述樂觀理論的資料比較少，大部分都是從其

他理論來解釋樂觀的意涵。一方面是因為樂觀的概念一直存在爭議，另一方面也

是因為缺乏一個強而有力的理論基礎來支持。整個樂觀的理論還是以 Scheier與

Carver動機的預期價值理論為基礎，進而發展出一套自我調節理論。再以突變理

論來解釋樂觀者心態，整體而言比較完備，也比較多學者認同。 

 

在解釋風格理論方面有所爭議是因為有一些問題需要釐清：1.有些研究顯示

就算擁有樂觀的解釋風格，在遇到負向事件時，個體依然會做災難性的預期

(Abramson et al., 1989; Hammen & Cochran, 1981; Zullow, 1991)。2.解釋風格的內

外在(internal vs. external)因素與其他兩個因素相關很低，產生了兩個問題。也就

是解釋風格是否反應同一構念、還有權重是否一樣(Caver, 1989; Perloff & Persons, 



1988)？3.甚至有研究指出解釋風格的測量與樂觀只有微弱相關(Hjelle et al., 1996; 

Kamen, 1989; Scheier & Carver, 1992)。 

 

Scheier與 Carver對樂觀的著墨甚多，不僅將樂觀的概念用清楚的文字陳述。

從對結果的預期到將行為具體化成為回饋控制過程，並將樂觀以動態的(dynamic)

形式描述，進而從行為(behavior)與感覺(feeling)的模式連結樂觀。一方面讓樂觀

不至於成為心理學中單一主題的研究，而且提供一個更寬廣的領域去研究樂觀與

悲觀的行為或情緒結果。另一方面，Scheier與 Carver對樂觀的實徵研究也相當

豐富，組織成有系統的資料來替其發展的理論背書。 

 

另外 Seligman的重要貢獻便是提出解釋風格理論。他所發展的一系列研究，

提供了另一個角度去看待樂觀。不同以往的期望，而是用因果歸因、解釋習慣來

評鑑樂觀與否。其實有一些研究嘗試使用解釋風格、期望與反芻等變項來預測幸

福感。發現解釋風格與期望會影響個體當下最重要的事件(Feather & Tiggrmann, 

1984; Turner & Cole, 1994)。Zullow(1991)也認為解釋風格與預期會和反芻產生交

互作用。換句話說，結合樂觀的解釋風格、樂觀的預期與反芻會特別有動機。例

如：個體把挫折歸因成不穩定且特殊的因素，預期努力會成功而且把焦點放在可

以改善的負向結果，這樣一來個體會比較有動機去達成目標(Gillham et al., 

2002)。 

 

在本研究中，為了抓住樂觀的相關概念，同時充分的將樂觀說明清楚。因此

認為各理論均有所長，不管是 Bandura的自我效能論或是 Synder的希望理論都

具參考價值。但研究唯以自我調節理論為中心，並以 Scheier與 Carver所發展的

一系列相關理論作為主要理論依據，進而發展此篇研究論文。據此，在研究中我

們挑選了個體在面對壓力情境時所採取的情緒調節變項，包括：認知評估過程(重

新評估與沉著冷靜)與情緒壓抑的歷程，我們預期個體在使用認知評估(重新評估



與沉著冷靜)策略的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就是重新解釋，然後進而縮小了目標與

行為的差異迴圈，也就是所謂的自我調節歷程。而相對於情緒壓抑則必須持續的

監控與策略的運用以期望差異迴圈不再擴大，否則將會產生負向情感而引發沮

喪。 

 

另外我們也決定在目標物固定時個體所採取的調節焦點變項，包括：追求成

功與避免失敗。因為我們假設個體在追求成功的過程中為了努力達到理想我

(ideal self)，且對於正向結果的出現與否相當敏感，於是把關心放在希望與得到

收穫，這樣的表現很顯然是正向且積極的自我調節歷程。而相對於避免失敗是為

了努力避免災難並且達成應該我(ought self)，對於負面結果的出現與否相當敏感

並且把關心放在安全與沒有損失，此一現象則是負向且消極的自我調節歷程。基

於此一理由，我們將情緒調節與調節焦點在自我調節的立論基礎下納入研究樂觀

的理論架構中。 

 

 

 

 

 

 

 

 

 

 

 

 

 



第三節  樂觀的測量 

 

樂觀的測量一直以來存在著許多爭議，因為樂觀牽涉到情感、主觀的判定、

模糊的構念。就如一般心理測驗一樣，遇到抽象的、主觀的心理概念時，樂觀的

測量不外乎就是自陳量表與投射測驗。而參閱過許多文獻顯示，以 Scheier與

Carver (1985)的生活導向量表 Life Orientation Test(LOT)最廣為研究者所使用。其

中有一種特別方法是偏向質性研究的量化方法，也就是 Seligman等人(1983)所發

展的 Content Analysis of Verbatim Explanations(CAVE)口頭解釋內容分析法。還有

近年來極具爭議的問題：樂觀與悲觀到底是多向度的單極或是單向度的兩極，

Dember等人(1989)編制的樂觀與悲觀量表 Optimism-Pessimism Scale (OPS)則認

為樂觀與悲觀應該分開測量。除此之外，國內學者胡悅倫與吳柏林(民 91)利用模

糊統計來改良傳統之 LOT，也是樂觀測量的一大突破。 

 

涉及測量樂觀的議題包括：直接或間接測量(direct vs. indirect assessment)、

一般性的操作(operationalization of generality)、樂觀與悲觀的向度(dimensionality 

of optimism and pessimism)、區別效度(discriminant validity)( Carver & Scheier, 

2002)。若採直接測量，優點在於直接針對目標「期望」來測量。但其缺點除了

命題具有表面效度(face-valid)以外，容易產生反應者心向(response sets)，例如：

社會期許、作假等等(Schulman, Seligman, & Amsterdam, 1987)。 

 

就一般性的操作而言，意指樂觀的評鑑要如何在假定期望適用的層面下做最

有效的操作。簡單的說就是研究者如何確定哪些情境適合樂觀的測量。Carver

與 Scheier (2002)有建議兩個方法：第一，廣泛的調查生活中的特殊情境，像是

社會互動、專業成就，進而評估在每一個情境下的期望，題目內容會比較具體。

第二，不以侷限性的情境，而是以一般生活的情境為題目的架構，但題目內容必



須比較抽象。這樣的方法有兩個假設必須要釐清。首先，一般性樂觀是否等價於

特殊情境期望的總和。再者，每個人對不同領域的權重就算在近乎相同的情境下

也不會一樣。 

 

就樂觀與悲觀的向度而言，一直是一個複雜而且目前無解的問題。不管是單

一向度或多向度，都各有擁護者。最近興起一個有趣的說法，Carver與 Scheier 

(2002)認為有一種樂觀是與達成目標有關，類似求成取向，而另一種樂觀則是與

避免威脅有關，類似避敗取向。最後，就區別效度而言，事實上悲觀與精神官能

(neuroticism)的概念有很強烈的相關(Smith et al., 1989)。Scheier, Carver與 Bridges 

(1994)發現在控制一些變項：精神官能、特質焦慮、自我精熟與自尊後，樂觀有

其預測力，例如：再度就醫率(Scheier et al, 1999)、舒張壓的變動與負向情緒

(Räikkönen, Mattews, Flory, Owens, & Gump, 1999)。 

 

以下就針對目前學術研究的樂觀量表做簡單的介紹，其中自陳量表包括：生

活導向量表、歸因風格問卷、Hopelessness Scale、一般性成功預期量表、樂觀與

悲觀量表、大學生樂觀量表、口頭解釋內容分析法，而投射測驗則為主題統覺測

驗： 

 

(一)Life Orientation Test(LOT) 

 

生活導向量表(LOT)由 Scheier與 Carver (1985)所編制的。LOT包含 12個題

目，其中 4題正向題，4題負向題，4題混淆題。半數題目以樂觀的態度為構想，

另一半則為悲觀的態度。量表採李克特氏(Likert)五點量表來計分，選項從非常

同意到非常不同意。其中負向題採取反向計分，得分越高顯示受試者越樂觀，得

分越低，則表示受試者越悲觀。題目雖少但量表的信度與效度均不錯。就信度而

言，Cronbach α=.76，再測信度為 .79 (四週後)、 .72 (十三週後)。就效度而言，



LOT除了具有良好的建構效度外，在區別效度(discrimimant validity)方面，LOT

與社會期許與自我意識之間相關很低。 

 

Scheier, Carver & Bridge在 1994年重新修訂生活導向量表，簡稱為 LOT-R。

比原先的 LOT更為精簡，包含 3題正向題，3題負向題，4題混淆題。修正過後

的量表與原量表相關係數γ=.95(Scheier et al, 1994)。在信度方面，Cronbach 

α=.78，再測信度為 .68 (四個月後)、.60 (十二個月後)、.56 (二十四個月後)、.79 (二

十八個月後)。就效度而言，LOT-R也具有不錯的建構效度(construct validity)，

在聚斂效度(convergent validity)方面，LOT-R與焦慮特質量表與自尊量表相關很

高。 

 

國內學者吳靜吉(民 80)修訂 LOT成為中文版，修訂後正向題(如己所願) 

Cronbach α=.60，負向題(否極泰來) Cronbach α=.53，而全量表的內部一致信

Cronbach α=.57。就效度而言，中文版的 LOT與自我概念的同時效度(concurrent 

validity)相關係數γ=.46。 

 

不管是 LOR或 LOT-R所提供的分數都是一個連續的、非對稱的分配曲線。

傳統的來說我們將樂觀與悲觀分類成兩群團體，事實上沒有特定的標準可以描述

一個人是悲觀或樂觀，因為多數的人不是非常樂觀或非常悲觀的，而是落在分配

曲線的中間。 

 

除此之外，國內學者胡悅倫與吳柏林(民 91)更以模糊理論的統計模式

(statistics model of fuzzy theory)的方式來測量樂觀。利用確定數值所做的傳統抽

樣調查分析的缺點包括(胡悅倫、吳柏林，民 91)：1.人類的思考與行為本來就充

滿著模糊過程，傳統問卷的數字常被過度解釋。2.為迎合數字的精確需求，實驗

資料常有被過度使用之嫌。3.為了簡化或降低數學模式的複雜性，卻將實際狀況



之相關與動態特質忽略。 

 

其研究中企圖用模糊邏輯概念來改良傳統之 LOT樂觀量表，允許受訪者在

數個選項中填寫隸屬度，以改進原量表恐無法精確反應受試者樂觀程度的缺失

(胡悅倫、吳柏林，民 91)。其中的隸屬度可視為一種百分比(percentage)的概念，

也就是對每個題目的選項做百分比的分配。另外也針對每個題目做模糊權重

(weight)的分析，也就是說造成樂觀的每個因素相對重要性不同。也許在處理一

些心理感覺的問卷可以採用此方法，透過模糊的觀念來處理本身就很抽象的心理

概念不啻是另一個可以嘗試的測量方式。 

 

(二)Attributional Style Questionnaire(ASQ) 

 

歸因風格問卷(ASQ)是 Seligman等人在 1979年所發展編制的。ASQ包含 12

個假設的情境，其中 6題正向事件，6題負向事件。受試者必須先想像情境發生

在自己身上，並且決定哪一個才是主要的原因。除此之外受試者必須在七點量表

上針對此原因做個別性評定，包含內在或外在、穩定或不穩定、普遍或特定(1=

外在/不穩定/特定, 7=內在/穩定/普遍)。12種情境中半數為情感(affiliation)導向，

半數為成就(achievement)導向(Reivich & Gillham, 2003)。 

 

計分方式較為複雜，其中包含六個個別分數：(內在、負向事件：IN)、(穩定、

負向事件：SN)、(普遍、負向事件：GN)、(內在、正向事件：IP)、(穩定、正向

向事件：SP)、(普遍、正向事件：GP)，與三個組合分數：(負向解釋風格：CN)、

(正向解釋風格：CP)、(正向風格減負向風格：CP-CN)。 

 

此問卷有不錯的信度與效度。就信度而言，當加入組合分數時內部一致性會

達到令人滿意的程度。再測信度方面，內在正向事件為 .66、穩定正向事件



為 .56、普遍正向事件為 .51、內在負向事件為 .47、穩定負向事件為 .61、普遍

負向事件為 .65、正向解釋風格為 .67，負向解釋風格 .67。 

 

就效度而言，ASQ除了具有不錯的建構效度外，在效標關聯效度( criterion 

validity)方面，ASQ在預測效度與同時效度已經在多方面研究中被支持。一個樂

觀的解釋風格可以預測較低的沮喪、較高的成就與改善身體健康(Peterson & 

Seligman, 1984a; Schulman, Keith, & Seligman, 1991)。 

 

(三)Hopelessness Scale(HS) 

 

Hopelessness Scale由 Beck, Weissman, Lester, & Trexler (1974)所編制的。HS

包含 20個題目，題目與 LOT的悲觀構想類似。量表採強迫作答方式(true-false)

進行，除了悲觀還有情感經驗與放棄傾向的測量。多數的題目都以極端悲觀的表

達方式陳述，得分越高顯示受試者越悲觀。研究顯示 HS與 LOT的相關係數γ

=.-47(Scheier & Carver, 1985)。 

 

(四)Generalized Expectancy of Success Scale(GESS) 

 

一般性成功預期量表(GESS)由 Fibel & Hale (1978)所編制的。GESS包含一

連串的情境，一些是特別的，另一些是一般的。其要求受試者評估在此種情境下

成功的可能性。多數的題目陳述成功結果的情境，唯有少數有關失敗的情境(反

向計分)。 

 

鑒於一些題目並不適合所有的母群( Mearns, 1989)。Hale, Fiedler, & Cochran 

(1992)重新修訂。將原有的題目去蕪存菁濃縮成25題。Smith, Pope, Rhodewalt, and 

Poulton (1989)的研究指出 GESS與 LOT在兩組樣本的相關係數分別為γ= .51與



γ=.55。另外 Hale et al. (1992)的研究指出 GESS-R與 LOT的相關係數分別為γ

= .40。此外 Filbel and Hale (1978)的研究也顯示 GESS與 HS在男性與女性的相

關係數分別為γ= -.69與γ=-.31。 

 

(五)Optimism-Pessimism Scale(OPS) 

 

樂觀與悲觀量表(OPS)由 Dember, Martin, Hummer, Howe, & Melton (1989)所

編制的。此一量表包含 56個題目，其中 18題有關樂觀，18題有關悲觀，20題

混淆題。樂觀分量表得分越高，就越樂觀。悲觀的分量表得分越高，就越悲觀。

此一量表有不錯的信度與效度。就信度而言，樂觀分量表的 Cronbach α=.84，再

測信度為 .75 (兩週後)；而悲觀分量表的 Cronbach α=.86，再測信度為 .84 (兩週

後)(Dember & Brooks, 1989)。就效度而言，此一量表有不錯的建構效度。Dember 

等人並沒有做因素分析，而是由 Chang等人(1994)研究發現此量表具有三個因

素，但這些因素卻不容易的說明。再進一步研究後，Chang等人認為 OPS是一

個複雜、多向度的測量工具，並且在理論上不容易說明。 

 

(六)Optimism about College Life Scale 

 

大學生樂觀量表由Max Prola (1984)所編制的。此一量表包含 15個題目，這

些題目是根據一份信念的檢核表(checklist)而來，都是一些大一新生所關心的學

業未來。量表採 EGFP四種程度來來計分，E非常大的機會(Excellent chance) 、

G很大的機會(Good chance)、F有機會(Fair chance)、P沒什麼機會(Poor chance)。

受試者必須針對問題思考，事情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機會。得分越高顯示受試者對

未來的事情有正向的預期，也就越樂觀。量表的信度不錯但效度還需要加強。就

信度而言，Cronbach α=.85。就效度而言，較缺乏實徵的研究，量表的樂觀得分

與 Taylor的焦慮量表相關係數γ= -.26、與 Zung的憂鬱量表相關係數γ=-.44、



與 Maudsley人格量表的精神官能分量表相關係數γ=-.22(Max Prola, 1984)。 

 

(七)Content Analysis of Verbatim Explanations(CAVE) 

 

口頭解釋內容分析法(CAVE)此項技術是由 Peterson, Luborsky, & Seligman 

(1983)所共同發展。目的是為了讓研究者可以藉由面訪、日記、信件、散文、報

紙中的文章、治療診斷書、講稿等文件來評斷此人的解釋風格。CAVE的計分方

式與 ASQ 相似。然而不管是在內容的擷取與計分都已經被證明是可靠的。不同

ASQ的是在於 CAVE不是在假設狀態中而是在真實情境下取得資料。內容所擷

取的可以是心理狀態、社會性與身體健康方面的。一但內容被擷取後，這些因果

句會隨機排序，以免計分者對同一個人或同一件事會有所偏誤。最後在獨立判斷

下，發現對於這些因果句的擷取同意程度高達 90% (Peterson et al, 1985)。 

 

在信度方面，CAVE在評分者信度(interrater reliability)方面，Schulman等人

(1989)發現負向解釋風格的評分者信度為 .89，另外正向解釋風格為.80。就效度

而言，CAVE有不錯的建構效度。首先，CAVE與貝克的憂鬱量表有顯著相關。

再者，CAVE與 ASQ也具有顯著的相關。 

 

(八)Thematic Apperception Test(TAT) 

 

主題統覺測驗(TAT)是由Morgan & Murray所編制的(Morgan & Murray, 1935; 

Murray,1938)。TAT包含 30張卡片，其中有 2張為正向刺激，11張中性刺激，8

張負向刺激，另外有 9張被認定包含兩種以上的刺激(Strassle, McKee, & Plant, 

1999 )。受試者必須必須對每一張卡片上曖昧不明的圖片發揮創造力，編寫成一

個故事。其目的是想藉由受試者編造的故事內容，瞭解受試者內在的真正想法；

因為人們往往會將其主觀的意識，投注於周遭的事物上，以致影響對該事物的詮



釋，因此研究者可藉由受試者的回應，瞭解其內在特質，而不會受到社會期許的

影響(胡悅倫、吳柏林，民 91)。最後，在藉由評分者將其故事內容來決定受試者

是否樂觀，並藉由一個五點量表來評定，從 1(悲觀)到 5(樂觀) (Strassle, McKee, & 

Plant, 1999 )。 

 

關於 TAT的信度與效度問題，研究爭議不斷。在信度方面，Entwisle (1972)

與 Klinger (1966)均表示內部一致性與再測信度明顯偏低。另外 Lundy (1985)則認

為 TAT的信度並沒有想像中的低。就效度來說，Atkinson與McClelland (1948)

曾經以 TAT做過生物需求的研究，研究顯示 TAT的結果可以反應個體生物需求

的差異。 

 

然而，Strassle, McKee, & Plant (1999)認為有三個理由可以支持使用 TAT來

測量樂觀。首先，過去 TAT用於有關身體健康的研究，例如：高血壓、關節炎、

糖尿病等等(Cramer, 1997)。而樂觀與身體健康具有正相關(Nelson et al., 1995)。

因此被認為可以使用 TAT來測量樂觀。再者，有研究者認為 TAT所呈現的故事

是受試者生活中重要的主題，同時樂觀為一連續性的刻度，而 TAT中的每一個

故事也許可以反應樂觀這樣的連續性變項。最後，TAT可以避免受試者使用防衛

機制。 

 

(九)小結 

 

綜合上述，樂觀的測量方式很多，不過因為各方對於樂觀的構念與結構並不

一致。因此到底樂觀是多向度的單極或是單向度的兩極至今尚未有定論。就 LOT

來說，Mook等人(1992)的研究經由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es)後

發現，LOT有兩個成分因素：正向情感的表現(presence of positive affect)、負向

情感的缺乏(absence of negative affect)。在正向情感的表現上，無疑地被認為是樂



觀的展現。但在負向情感方面，Mook等人(1992)針對計分方式提出了質疑，也

就是將負向題反向計分，並不代表樂觀的程度，而只是反應出負向情感的程度，

更清楚的說應該是反應出悲觀的缺乏。而悲觀的缺乏並不代表樂觀的展現，顯示

LOT仍有缺憾，儘管 LOT已經廣泛的使用在樂觀的研究領域中。 

 

就 ASQ來說，因為解釋風格理論與樂觀的構念有些爭議，所以此一測量工

具也有待修正。另外 Hopelessness Scale與 GESS較少見於研究當中。而大學生

樂觀量表提出了機會(chance)的概念，使得受試者的選擇比較具有範圍性，但是

很大的機會與有機會對於個體的認知差別並沒有被考慮(胡悅倫、吳柏林，民

91)。至於 CAVE的技術還需要克服的是評分者信度的問題。 

 

最後，投射測驗中的 TAT無法廣泛的使用在於缺乏一致的評分系統(Holt, 

1978; Alvarado, 1994; Westen, 1991)。Cramer (1997)表示應該建立一套有意義的、

成功的評分析系統。在研究上仍屬於費時且複雜的測量方式，甚至也會花費許多

人力資源。國內學者胡悅倫與吳柏林(民 91)也認為要將投射測驗予以標準化並非

不可能的事，然而運用投射測驗對人類的內在特質加以測量，卻仍難突破「評分

缺乏客觀標準」及「使用不易」的困難。 

 

至於將模糊理論應用在樂觀測量上，研究者因為缺乏此一方面的基礎訓練，

但對其領域甚感興趣，也深覺此一領域的奧妙。胡悅倫與吳柏林(民 91)表示具有

模糊性的數值資料，在計量方法的演算過程中，是否符合人類的邏輯推論與歸納

的原則，值得我們深思。研究者唯有一點質疑，如此的演算過程是否真的反應出

受試者真實的樂觀程度，亦或者又掉入了機率的迷思中，也就是個體對於機率的

認知差異。 

 

未來需要努力的包括(Scheier & Carver, 2003)：第一，如果建構一個具有區



別效度的樂觀量表。第二，樂觀該用情境測量、特質測量或是兩者兼併。最後，

期望存在多元層次的抽象概念中，也就是我們所測得的期望，真的是我們要的結

果嗎？ 

 

如同上述所討論的內容，儘管 LOT已經廣泛的使用在樂觀的研究領域中，

但 LOT仍有缺憾，像是負向題反向計分，並不代表樂觀的程度，而只是反應出

負向情感的程度，或者是反應出悲觀的缺乏。另外，中文版的 LOT在內部一致

性的信度上稍微偏低。因此，研究者希望透過開放問卷的方式，重新蒐集一般人

對於樂觀的信念、樂觀的特質、樂觀的態度、影響樂觀的情境因素與樂觀的過程

等相關資料，一方面因為「樂觀」一詞極可能是翻譯上的名稱，另一方面我們企

圖用中國人的字眼去編制一套適合一般人的中文樂觀量表。 

 

 

 

 

 

 

 

 

 

 

 

 

 

 

 



第四節  樂觀的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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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數據是用

「optimism」為標題(title)所搜尋的，還不包括一些與樂觀有連結的資料，足見此

一概念已經廣泛的受到討論。反觀國內的期刊與學位論文資料相對缺乏，除了兩

篇碩士論文與一篇學術期刊，幾乎就乏人問津。 

 

研究者針對樂觀的相關研究做進一步的統計與分類。在 500多篇西文期刊中

其中超過 100篇是在探討樂觀與健康(health)的研究，也有超過 100篇在討論樂

觀與行為(behavior)之間的關係。另外，也有近 100篇是在研究樂觀與問題因應

(coping)的關係。剩下包括 63篇有關樂觀與情緒(emotion)，57篇有關樂觀與壓力

(stress)，46篇有關樂觀與認知(cognition)，44篇有關樂觀與適應(adjustment)，其

他的研究變項包括幸福感(well-being)、成就(achievement)、社會支持(social support)

等等。 

 

在 160篇學位論文方面，超過 50篇論文探討有關樂觀與問題因應，近 50

篇探討樂觀與健康的研究，41篇有關樂觀與壓力，26篇有關樂觀與認知，22篇

有關樂觀與行為，19篇有關樂觀與情緒，其他的研究變項也同樣包括適應、幸

福感、成就、社會支持等等。這樣的數字可以發現期刊與論文的研究方向大致相

同。以研究樂觀與健康、樂觀與問題因應為龍頭，然後在發展其他相關的研究。 

以下將針對樂觀與生理健康、問題因應、壓力、行為、認知、情緒、生活適應的

關係分別探討： 



(一)樂觀與生理健康之關係 

 

在生理健康上，樂觀一直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我們希望病患透過開朗的

心態迅速的恢復健康的身體，或至少在治療的過程中保持正向的心情。在一個最

新的研究中發現正向結果預期與預期的自我效能不會受到身體病痛的影響，除非

病患表現出沮喪的症狀，然而樂觀的認知偏誤似乎可以減少身體的病痛(Fournier, 

de-Ridder, & Bensing, 2003)。在另一個研究中，隨機選擇 681位成年人，從 18

歲到 75歲，分別進行身體健康狀態的面試並測量他們的對未來生活的預期。研

究發現樂觀與自我覺察的身體健康狀態呈現正相關(Bosompra, Ashikaga, Worden, 

& Flynn, 2001)。 

 

另外樂觀也可以產生增強健康的行為，Mulkana與 Hailey (2001)的研究發現

樂觀與健康呈現正相關，並進一步解釋個體健康習慣與其保持健康所使用的策略

與樂觀呈現正相關。另外，樂觀與健康雖然呈現正相關，但也是有其限制條件。

在 Peterson與 Bossio (2001)的研究認為樂觀的思考與健康有所關聯，但必須滿足

下面兩個條件：第一，樂觀必須引導個體從事活躍的行為，因為行為是達成健康

身體過程的重要連結。第二，樂觀必須是真實的與健康有所連結。 

 

就生理的結構來說，人在處於悲觀或沮喪的時候，有一種神經傳導物質稱為

兒茶酚胺(catecholamines)會減少，當兒茶酚胺變少時，另一種化學物質腦內啡

(endorphins)的活動就會增加，於是人體的免疫系統就會減弱。許多研究樂觀與

癌症病患就是針對人體免疫系統與樂觀關係。Trunzo與 Pinto (2003)的研究發現

樂觀對於早期乳癌病患有所助益。除此之外 Jarrett與 Payne (2000)的研究也認為

護士若持有樂觀的態度將有助於癌症的看護。由此可知，樂觀的確在身體健康上

發生了某種程度的影響力。 

 



(二)樂觀與問題因應之關係 

 

過去多數的研究將問題焦點因應(problem-focused coping)視為一種樂觀的解

釋風格(Jason, Witter, & Torres, 2003)，而將情緒焦點因應(emotion-focused coping)

視為一種悲觀的解釋風格。因此過去幾年來問題因應與樂觀的研究不斷的湧現，

一方面是因為樂觀與問題焦點因應存在正相關(Saneha, 2000)，另一方面也因為國

內逐漸重視問題解決能力使然。國內一項研究發現國中生的樂觀與積極問題焦點

因應呈現正相關，而悲觀則與消極情緒焦點因應呈正相關(丁明潔，民 92)。除此

之外，在何家齊(民 87)的研究中發現，在大學生中樂觀者的問題解決因應高於悲

觀者而悲觀者集中注意力在情緒因應上高於樂觀者。 

 

事實上，最近的研究中發現當神經質與負向情緒被控制後，樂觀對問題因應

策略具有顯著的預測力(Chico, 2002)。另外，在一項研究中發現樂觀與計劃的相

關係數γ= .35與行為脫離(disengagement)相關係數γ= -.43(Brissette, Scheier, & 

Carver, 2002)，顯示樂觀者比較快接受當下生活有挑戰的現實並明確的、活躍的

因應問題，而這些努力是比較具有生產性(productive)，而且樂觀者較少表現出對

目標脫離(disengagement)或放棄的行為(Carver & Scheier, 2002)。除此之外，也有

研究認為樂觀的信念對於問題因應過程的初期有很重要的角色，因為樂觀者會精

緻與自己相關的負向訊息並連結更活躍的因應，這也許是樂觀者能廣泛處理壓力

情境的因素之一(Aspinwall, & Brunhart, 2000)。 

 

Puskar, Sereika, Lamb, Tusaie與McGuinness (1999)也證實樂觀者比悲觀者更

常使用問題焦點因應策略，而樂觀者也比較傾向使用問題焦點因應策略而非情緒

焦點因應策略。在一項針對香港失業婦女的研究中，失業婦女越樂觀越能從失業

的恐懼中脫離，研究並證實樂觀對於失業的問題因應是一項重要的資源(Lai, & 

Wong, 1998)。在個體面臨問題時，樂觀似乎可以影響個體處理問題方式的選擇，



不僅鎖定問題本身，而在情緒方面也能做比較有效的管理。 

 

 

(三)樂觀與壓力之關係 

 

在最新的一項研究中 Chang與 Sanna (2003)把樂觀當成中介變項連結負向生

活壓力與心理與生理適應。以 560名大學生為樣本調查發現，樂觀與負向生活壓

力的確對事件的結果具有顯著的預測力。同樣地，Chang (2002)又針對樂觀與壓

力的交互作用去預測生活滿意度，發現對事情結果的預測樂觀與壓力的評估有顯

著的交互作用。Chang (1998)的研究也證實，壓力的評估與樂觀有所關聯。樂觀

者與悲觀者對壓力的次級評估(secondary appraisal)有顯著的差異，所謂次級評估

意味著個體在初級評估(primary appraisal)知覺到壓力後，所選擇的因應方式。 

 

Devincent (2002)的研究中認為壓力與樂觀是負相關，與悲觀呈現正相關。除

此之外，也發現懷孕所帶來的長期壓力容易影響一個人的樂觀與悲觀的程度。有

研究表示樂觀會因為社會支持的程度而影響直接或間接地壓力(Dougall, Hyman, 

Hayward, McFeeley, & Baum, 2001)。另外，Atienza (1999)也認為樂觀應該當成中

介變項連結壓力與沮喪。已婚婦女的高度壓力與女性的高度沮喪有所關聯，而樂

觀則是扮演中介的角色影響女性的沮喪症狀。同樣的，樂觀也中介母親壓力與正

向情感的影響。最後，Atienza (1999)認為樂觀可以成為一個防護的資源，減輕壓

力的負向影響。 

 

(四)樂觀與行為之關係 

 

樂觀與行為的相關研究中，以研究 A型人格的行為(Type A behavior)與樂觀

最多。Hasan (2002)以 322位大學生研究樂觀與 A型人格的行為之間的關係，發



現 A型人格的行為中的正確與堅持、速度與時間壓力、想要成功、嚴肅與有組

織與工作狂和樂觀呈現正相關；另外攻擊性與樂觀呈現負相關而與悲觀呈現正相

關。在經過多元回歸分析後發現速度與時間壓力與想要成功對樂觀具有顯著的預

測力，而攻擊性則可以預測悲觀。Begley, Lee與 Czajka (2000)也證實 A型人格

的行為與樂觀的交互作用與科技工作表現有關。特別是當個體有高度樂觀時，A

型人格的行為可以預測科技工作的表現。除此之外，當個體越樂觀且越具 A型

人格的行為時相對於較少樂觀而具 A型人格行為的個體有較少的焦慮(Sumi, 

Horie, & Hayakawa, 1997)。 

 

Felton, Gibson與 Sanbonmatsu (2003)的研究中發現，男性相對於女性會做較

冒險性的投資，而這樣的差異來自於樂觀。另外，Greenberg (1997)認為樂觀者

比較容易從事保護個人健康的行為，也比較樂於參與公開的聚會、社群的活動，

而這樣的現象符合樂觀者在處理困難任務時採取投入而非退縮的方式。Hjelle, 

Busch與Warren (1996)研究樂觀與家庭行為關係中發現，樂觀在孩童教養中期與

父母親的溫暖與接納呈現正相關，而與攻擊、敵意、忽略、冷漠與未分化的拒絕

呈現負相關。 

 

(五)樂觀與認知之關係 

 

談到樂觀與認知的關係時，多數的研究傾向探討樂觀所產生的認知偏誤。在

Radcliffe與 Klein (2002)的研究中關心性格(dispositional)樂觀、比較性

(comparative)樂觀與不切實際(unrealistic)樂觀的差異。研究後發現相較於性格樂

觀與比較性樂觀，個體若為不切實際樂觀時，個體會排斥有關心臟疾病的讀物。

且不切實際的樂觀者與防衛有所關聯。另外 Segerstrom (2001)研究發現樂觀者的

注意力會偏好正向刺激而非負向刺激，也就說樂觀者專注在接收正向的訊息而忽

略負向的訊息。 



 

除此之外，Schweizer, Beck與 Schneider (1999)也是針對樂觀者認知上的偏誤

對幸福感的影響做研究。他們發現樂觀的確會影響人們對焦慮、社會期許、幸福

感的覺察。Metcalfe (1998)認為在認知的範疇中，過度膨脹的信念導致過度的信

心，同樣也導致努力的停止，而樂觀在認知上的偏誤卻有可能產生這樣的現象。

如果從認知中的訊息處理觀點來看，Chang與 Farrehi (2001)則認為樂觀與悲觀反

應出認知的過程，而這個過程對於訊息處理來說是重要的。最後在臨床上發現認

知治療中減少過去適應不良的基模與增加治療者對病患的同情可以預測病患樂

觀指數的增加(Hoffart & Sexton, 2002)。 

 

(六)樂觀與情緒之關係 

 

在此一變項中，我們分別就樂觀與情緒(emotion)、心情(mood)與情感(affect)

之間的關係加以討論。就樂觀與情緒而言，Matthews (2000)研究根據 93名罹患

乳癌的婦女做研究，發現樂觀與情緒有正向且直接的關係。另外 Broeckel (2000)

也是針對 77名罹患乳癌而復原者做研究，發現高度的樂觀與低程度的心理痛苦

和沮喪症狀有關聯。另外，就樂觀與心情而言，Segerstrom, Taylor, Kemeny與

Fahey (1998)認為樂觀與好心情是有所關聯的。情境的樂觀對心情有直接的影

響，而性格的樂觀則是藉由較少的迴避策略所中介來影響心情(Segerstrom, 

1997)。 

 

最後，就樂觀與情感而言，當對情感的預期不確定時，樂觀者因為傾向忽略

矛盾而比較少去了解現實狀況，因此認為情感的回應會與預期一致；而當經驗有

所差異時，悲觀者因為對於矛盾比較敏感而比較可能覺察，因而認為情感的回應

會與預期有所對照(Geers & Lassiter, 2002)。Andersson (1996)表示樂觀的測量

(LOT)與負向情感有高度並顯著的關聯，也就是樂觀與負向情感之間的關聯性是



可信賴的。 

 

(七)樂觀與適應之關係 

 

在一項新的研究中發現樂觀與適應有顯著的相關，包括社會、學業、個人與

目標的承諾方面都有顯著的相關(Montgomery, Haemmerlie, & Ray, 2003)。另一個

研究也發現樂觀者會經歷較好的心理適應(Brissette, Scheier, & Carver, 2002)。而

Chang, Sanna與 Yang (2003)的研究則證實情感因素是樂觀與心理適應的中介變

項。Chang與 Sanna (2001)表示越來越多的文獻肯定樂觀與悲觀對於成人心理適

應是相當重要的伴隨物(concomitatants)。Boman與 Yates (2001)針對 102位中學

生的新生的生活適應問題做研究，發現樂觀與學生的班級涉入程度與自陳的適應

情況有顯著的相關。另外 Egger (1999)對於中學生的研究也發現樂觀的確會影響

個體的正向適應。最後，國內研究中發現國中生的樂觀與學校生活適應及整體生

活適應之關係呈顯著正相關，而悲觀與學校生活適應及整體生活適應之關係則是

呈顯著負相關(丁明潔，民 92)，以及大學生的樂觀與目標、學習、情緒與社會四

類生活適應均呈現正相關(何家齊，民 87)。 

 

(八)樂觀與其他變項的關係 

 

除了上述的變項之外，還有一些與樂觀相關的研究，例如：樂觀與成就

(achievement)、樂觀與性別(gender)、樂觀與復原力(resilience)、社會支持(social 

support)和樂觀與家庭(family)等等。在成就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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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性別方面，國內的研究發現男女大學生

在樂觀上沒有明顯的差異(何家齊，民 87)，國中男女生在樂觀上亦沒有明顯的差

異(丁明潔，民 92)。而西班牙的研究中發現女性相對於男性是比較樂觀(Docampo, 



2002)。在復原力與社會支持方面，Tusaie (2002)的研究中指出樂觀與覺察家庭的

支持可以有效的預測心理的復原力。Riolli, Savicki與 Cepani (2002)也認為復原力

與樂觀、開放經驗(openness to experience)和外向性(extraversion)等有關聯。在家

庭方面，有研究指出母親的悲觀與孩童的悲觀有所關聯。甚至母親若適當的控制

孩童，孩子會表現的比較樂觀，但是孩子在解決問題時會比較缺乏自主性(Hasan 

& Power, 2002)。 

 

 

 

 

 

 

 

 

 

 

 

 

 

 

 

 

 

 

 



第五節 有效學習樂觀的技術 

 

既然基因被證實影響樂觀的程度約 25%，也就是有一大部分的樂觀與否是來

自於其他地方，學者也提出了學習樂觀的方法，此處針對兩個學派做介紹包括：

貝克的認知治療法與艾理斯的理情行為治療法。下列資料主要整理自 Corey 

(1996)的書與國內學者洪蘭(民 86)所譯的「學習樂觀，樂觀學習」一書(原文為

Seligman (1991)所著的 Learned Optimism)。 

 

(一)貝克(Beck)的認知治療法(Cognitive Therapy) 

 

Corey (1996)認為認知治療法是一種洞察治療法，強調認知以及改變負面的

思考與不適當的信念。貝克的方法之理論論點是，人們的感覺與行為取決於他們

如何建構其經驗。貝克提出情緒困擾的認知模式，基本理論是：若要了解情緒困

擾本質，必須把焦點放在個人對於引發困擾的事件之反應或想法(DeRubeis & 

Beck, 1988)。其目標在於改變當事人藉著自動化的想法而形成其思考上的基模

(schema)，並開始推動改造基模的構想(Corey, 1996)。臨床研究指出，認知治療

法可廣泛地用於治療各種異常，特別是憂鬱與焦慮異常(Beck, 1991)。 

 

貝克在一項研究發現，在接受認知治療法與服用抗憂鬱症藥物後，病患的情

況大為好轉。實驗的發現：第一，兩種治療法都有很好的療效。只有抗憂鬱症藥

物或只有認知治療法都能有效的抑制憂鬱症。兩者並用的效果比一種更好則沒有

達統計上的顯著差異。第二，認知治療法的主要重點是將悲觀的解釋風格改變成

樂觀的解釋風格，越多的認知治療使得轉變成樂觀的效果越徹底，而越轉向樂

觀，也就越脫離憂鬱症。藥物雖然對解除憂鬱症相當有效，但它不會使病人變得

更樂觀。第三，最重要的發現是休病期，研究結果顯示會不會復發決定於解釋風



格的改變。許多服用藥物的病人復發，但是認知治療的病人復發率就低得多。 

 

認知治療法使用了下面五種策略：第一，學會去認識在情緒最低沉時流過你

心田的那些自然湧出的思緒。第二，學會與這個自然湧出的念頭抗爭，舉各種與

念頭相反的例子去對抗它。第三，學會用不同的解釋，此方法稱之重新歸因

(reattribution)，去對抗原有的念頭。第四，學會如何把你自己從沮喪的思緒中引

開。第五，學會去認識並且質疑那些種下憂鬱症種子的思緒。 

 

認知治療法有效果包涵兩個層面。首先，在機制的層面，認知治療法有效是

因為它將悲觀的解釋風格改變成樂觀。而這個改變是永久性的。它教人們一套認

知的技術，在個體失敗的時，有效的應用它，使它阻擋沮喪的侵蝕。再者，在哲

學層次，認知治療法有效是它利用了自我(self)的力量。在一個相信自我可以改

變自己的時代，我們願意去改變一個思想的習慣，這個習慣以前被認為像日出一

樣是不可避免的，現在可以改變了。認知治療法在我們這個時代有效是因為它給

了我們一套可以改變自己的技術。個體基於自我利益、使自己覺得更好而選擇去

改變自己。 

 

(二)艾理斯(Ellis)的理情行為治療法(Rational Emotive Behavior Therapy) 

 

Corey (1996)認為理情行為治療法是基於一項假設：即人們生而同時具有理

性的、正確的思考及非理性、扭曲的思考之潛能。人們有保護自己、快樂、思考

並以口語表達、愛、與別人溝通，以及成長與自我實現的傾向；同時也有自我毀

滅、逃避思考、因循、重蹈覆轍、迷信、無耐性、完美主義和自責，以及逃避成

長的傾向。理情行為治療法把人們常會犯錯視為正常現象，試著協助當事人接受

自己是個會不斷犯錯的人，並能更和平地與自己相處。在理情行為治療法中，採

用的許多方法都是為了達到一個主要的目標：「培養更實際的生活哲學，減少當



事人的情緒困擾與自我挫敗行為」。許多文獻也指出，理情行為治療法有臨床的

效果(Engels & Diekstra, 1987; Haaga & Davison, 1989; Jorm, 1987; Lyons & Woods, 

1991)。 

 

Seligman與同事引用 Ellis所發展的ABC人格理論重新提出一套改變思考習

慣的 ABCDE法則。當我們碰到不愉快的事件(adversity：A)時，我們自然的反應

是去思索它，我們的思考很快地凝聚成信念(belief：B)，這些信念會變得很習慣，

使我們根本就不自覺我們會這樣想，除非我們停下來去專注它。這些信念並不是

呆呆地停留在那裡，它們會引起後果(consequence：C)，我們的所作所為就是些

信念直接的後果。它是我們放棄、頹喪或是振作、再嘗試的主要關鍵。 

 

當你發現自己的解釋風格是悲觀以後，有兩種方法去改變它。第一個是轉移

注意力；第二個就是反駁(disputation：D)。躲避令我們不安的信念是一個好的急

救方法，但長期來說，反駁比較有效。因為有效的反駁後，以前那些信念就比較

不會再出現，遇到同樣的情境時就不會再沮喪。只有有效地反駁不好的信念，才

可以改變習慣的想法，使你不再頹喪。最後觀察自己成功的處理悲觀的信念所獲

得的激勵(energization：E)。漸漸地把一些悲觀的解釋風格從生活中除去，進而

從成功的激勵中獲得增強。 

 

 

 

 

 

 

 

 



第六節  樂觀與情緒調節、調節焦點、創造力之關係 

 

根據前述的文獻探討，可知樂觀與情緒有所關聯，不同的行為也會影響個體

的樂觀程度，進而影響個體在特殊領域的表現。本節則針對情緒調節與樂觀、調

節焦點與樂觀以及樂觀與創造力之關係進行探討。茲說明如下： 

 

(一)情緒調節與樂觀的關係 

 

當今情緒的重要課題不是在於情緒的好或壞，而是在特殊的情境下什麼使得

情緒有幫助或沒有幫助(Pattott, 2001)。一般來說，我們的情緒可以自動化的吻合

適當的情境，一但自動化系統失效，個體會介入並試著調節情緒符合目標(Gross 

& John, 20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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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因應風格(coping style)中的兩個概念：重新詮釋(reinterpretation)與發洩

(venting)(Carver, Scheier, & Weintraub, 1989)與情緒調節策略中的重新評估與壓

抑有強烈的相關(Gross & John, 2003)。因此 Gross與 John (2003)認為重新詮釋可

以用來測量樂觀程度與經驗的學習；也就是個體使用重新評估的情緒調節會比較

傾向重新詮釋的問題因應風格。另外，發洩則可以用來測量負向情緒的表達與經

驗；也就是若個體使用壓抑的情緒調節會與發洩的問題因應風格呈現負相關。這

乎隱含著在面對問題的過程中，重新評估者以樂觀的態度處理壓力的情境，並重

新詮釋他們所面臨的壓力情境與積極的盡力修復不好的心情(Gross & John, 

2003)。 



 

此外，情緒調節涉及到認知的策略與自我監控。重新評估需要較少的認知策

略，一旦情境成功地重新解釋後，情緒就會隨著改變，不再需要認知的運作。相

反地，壓抑不只需要認知的策略，而且需要長期的使用這些策略去監控並抑制情

緒的表達(Richards & Gross, 2000)。我們如果從樂觀的立場著眼，重新評估相對

於壓抑者來說，在重新解釋後已經縮小了目標與行為的差異迴圈，也就是重新評

估者產生正向情感而趨向令人振奮的結果預期。而壓抑者必須持續的監控與策略

的運用以期望差異迴圈不再擴大，否則將會產生負向情感而引發沮喪。 

 

最後，從心理健康與生理健康的研究角度出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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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重新評估者相對於壓抑者在心

理健康上會有正向的結果(Gross & John, 2003)。在文獻的探討中，樂觀者相對於

悲觀者也有較正向的心理健康結果。另外，也有研究顯示重新評估者會減少嫌惡

的經驗，而壓抑者會增加交感神經的活化(Gross, 1998)。所謂增加交感神經的活

化意味著個體會心跳加快、血壓上升。個體因為焦慮，而激發交感神經，進而產

生相關的身體不適症狀。壓抑者相對於重新評估者在生理健康上會有循環系統

(Gross, 1998)、高血壓、冠狀動脈(Friedman & Booth-Kewley, 1987; Manuck & 

Krantz, 1986; Roter & Ewart, 1992; Steptoe, 1993)等疾病。在文獻的探討中，樂觀

者相對於悲觀者也是比較正向的生理健康結果。這些結果似乎意味著重新評估者

相對於壓抑者會比較樂觀。 

 
(二)調節焦點與樂觀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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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motion)與避敗(prevention)。採取求成焦點是為了努力達到理想我(ideal self)，



且對於正向結果的出現與否相當敏感，而避敗焦點是為了努力避免災難並且達成

應該我(ought self)，對於負面結果的出現與否相當敏感。求成焦點者把關心放在

希望與成就(得到收穫)，而避敗焦點者則是把關心放在安全與責任(沒有損失) 

(Higgins et al.,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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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ce)，抵抗正向的結果缺席(absen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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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抗負向的結果出現。許多研究也證

實求成的個體趨向符合想要的(desired)結果，而避敗的個體則避免錯誤的符合想

要的結果(Higgins, Roney, Crowe, & Hymes, 1994; Crowe & Higgins, 1997; Shah, 

Higgins, & Friedman, 1998; Förster, Higgins, & Idson, 1998)。Scheier (2002)甚至建

議後續研究在測量樂觀時可以用下面的兩個指標：達成正向結果的信心與避免負

向結果的信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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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若把求成焦點放在希望，那個體所展現

的不只是對於目標的意志力甚至還包括完成目標的途徑。所以求成焦點者似乎會

比避敗焦點者更抱持著樂觀的心態。 

 

Shah與 Higgins (2001)在另一項研究中發現個體在求成焦點中成功，會產生

有關快活(cheerfulness-related)的情緒，像是快樂和滿足；若在求成焦點中失敗，

則產生有關頹喪(dejection-related)的情緒，像是沮喪和失望。另外，個體在避敗

焦點中成功，會產生有關沉默(quiescence-related)的情緒，像是冷靜和放鬆；若在

避敗焦點中失敗，則產生有關不安(agitation-related)的情緒，像是緊張和擔心。

求成者以快活與頹喪的向度來評估現況，行為則根據評估的結果；避敗者則以沉

默與不安的向度來評估作為行為的依循。也就是說個體在目標設定與達成目標的

能力並沒有顯著的差異，而主要是以不同的方式評估週遭的人、事與物，不僅看

待世界的觀點不同甚至連感覺都不一樣。這與樂觀者預期世界是最美好的一個而



悲觀者卻唯恐它是真的似乎有異曲同工之妙。也就是求成個體追求快樂的情緒而

避敗的個體卻執著於放鬆的情境。 

 

Lockwood, Jordan與 Kunda (2002)的研究發現個體受到符合他們調節焦點角

色楷模的激勵：求成的個體偏好能追求希望結果的策略，容易被強調獲得成功策

略的正向角色楷模(positive role model)激勵。避敗的個體喜好能避免厭惡結果的

策略，容易被強調迴避失敗策略的負向角色楷模(negative role model)激勵。個體

聚焦求成時可能不接受負面楷模強調的規避策略，而聚焦避敗時可能不接受正面

楷模強調的求成策略。此外，楷模強調的策略和個體調節焦點不一致時可能中斷

其策略且削弱動機，意味著當個體偏好的成就策略中斷時其成就動機會減弱，而

個體會成為被避免失敗所激勵的防衛性悲觀者(defensive pessimists)(Norem & 

Cantor,1986)。也就是似乎個體傾向求成並且受到正向楷模激勵時，則個體偏向

預期正向的結果，也就比較樂觀；相反的，當個體傾向避敗而受到正向楷模激勵

時，個體動機會減弱進而產生悲觀的心態。 

 

(三)樂觀與創造力的關係 

 

正向心理學(positive psychology)漸漸在心理學界形成一股新的勢力，從以前

探討憂鬱、焦慮與精神官能轉而研究希望、樂觀、幽默與創造力。我們漸漸地把

焦點放在會讓人愉悅的正向態度，摒棄過去專注在負向態度的包袱。而樂觀的研

究發展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過去心理學家 Seligman研究習得無助感轉而研究

樂觀的解釋風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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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也正在推動「創造力教育中程計畫」。如果從正向心理

學的角度來看，我們預期樂觀與創造力有某種程度的關係。 

 

根據研究發現正向情感會導致較高的創造力(Isen, 1999)、開放心胸、彈性思



考、尋求變化(Estrada, Isen, & Young, 1997; Isen, Rosenzweig, & Young, 1991; Isen, 

2002)。而彈性思考在許多研究中，被轉換成創造力與問題解決能力的增加。而

在正向情緒下，個體會尋求經驗上的多變性，這也正是創造力的重要因素之一。

而樂觀的研究也一再顯示，心情好與樂觀有所關聯(Segerstrom, Taylor, Kemeny, & 

Fahey, 1998)。因此，我們預期在心情好的情況下，樂觀與創造力是有所關聯。 

 

表 1樂觀者與悲觀者的行為 
樂觀者(optimists) 悲觀者(pessimists) 
尋求訊息(information seeking) 壓抑想法(suppression of thoughts) 
主動因應與計畫(active coping and planning) 放棄(giving up) 
正向重新建構(positive reframing) 自我分心(self-distraction) 
尋求優勢(seeking benefit) 認知逃避(cognitive avoidance) 
使用幽默(use of humor) 集中在不幸事件(focus on distress) 
接納(acceptance) 公然否認(overt denial) 
資料來源：”Coping Tendencies of Optimists and Pessimists,” by M. F. Scheier, C. S. Carver & M. W. 

Bridges, 2002. In E. C. Chang (Ed.), Optimism and pessimism: Implications for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pp.204).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y Association. 

 

Scheier等人(2002)針對樂觀做了一系列研究，在結合他人研究結果整理出上

表 1。首先，樂觀者會尋求新的訊息，並且對問題採取主動因應的方式，也比較

是有計畫性的，即為問題因應導向。除此之外，樂觀者會正向地重新建構整個事

件的情況，嘗試使用幽默的技巧來化解具威脅的情境。最後，樂觀者比較會接受

真實世界的情境，一方面在壓力情境中求尋求學習與成長，另一方面重新調整舊

有基模，其實也就是個體在意義重新建構的歷程。反之，悲觀者卻壓抑自己的想

法，並且對目標是脫離(disengagement)，因而無法專注在問題本身，容易形成情

緒因應導向。除此之外，悲觀者傾向認知上的逃避，包括以睡覺、暴食、酗酒等

方式來迴避問題。因而，悲觀者在目標上會採取否認的機制，進而產生行為上的

脫離。其中的尋求訊息、主動因應與計畫、正向重新建構、使用幽默不正是創造

思考的策略，因此我們預期樂觀者會比較具有創造力。 

 



在 Aspinwall等人(2002)的研究發現樂觀者比起悲觀者在訊息處理過程中有

更多的彈性(fleibility)。在面對正向情境時，樂觀者會傾向令人愉快的結果。在

面對威脅的情境中，樂觀的人則把焦點放在評估威脅的程度，準備好去面對令人

不愉快的結果。因此不管面對正項或威脅的情境，樂觀者會精緻化他們所獲得的

訊息(Geers, Handley & McLarney, 2003)。另外，人在面臨壓力情境時認知訊息處

理風格中，有三種不同的方式：理性系統(rational system)、經驗系統(experiential 

system)、自動系統(automatic)(Epstein, Pacini, Denes-Raj & Heier, 1996; Burns & 

D’zurilla, 1999)。其中理性訊息處理風格包含：邏輯推理、創意思考、問題解決

(Burns & D’zurilla, 1999)。在 Chang與 Farrehi (2001)的研究中證實樂觀與理性訊

息處理風格有顯著相關。因此，我們預期樂觀者在有彈性與理性的訊息處理風格

下，是比較具有創意思考能力。 

 

在此我們針對創造力中的兩個概念進行探討：創新行為與創造力自我效能。

首先就創新行為而言，有創造力的人被認為遇到困境時會尋求突破性的做法，也

比較具有開放經驗(openness to experience)，用開放的心胸接納各種意見。

Scratchley與 Hakstian (2002)的研究發現擴散思考(divergent thinking)、開放性

(openness)與創意管理有關。Scratchley (1998)的研究強調擴散思考、開放改變

(openness to change)、冒險(risk)與曖昧不明(ambiguity)可以預測創意管理行為。

而許多研究都證實這樣的看法，Griffin與McDermott (1998)認為開放經驗的確會

影響創意活動，McCrae (1987)則認為創造力與人格五大因素中的開放經驗有關。 

 

在開放經驗與創意的研究中，Kwang與 Rodrigues (2002)證實創新型的教師

比適應型的教師更具開放經驗。George與 Zhou (2001)則認為在一個開放經驗且

監督者會有正向回饋的環境下，職場工作人員面對探索性工作時會較具創意。

Broyles (1996)的研究發現廣告公司的創意總監比一般成人更具開放經驗，而經過

創意訓練課程的大學生也會比一般學生更具開放經驗。樂觀的人預期未來有好事



將會發生，比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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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似乎意味樂觀的人會比較具有開放的心胸，也似乎比較能產生創新行為。 

 

就創造力自我效能而言，從 Bandura的自我效能理論出發，自我效能是一種

對能力的預期或判斷，而創造力自我效能應該詮釋成個體對於自己創造能力的預

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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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力自我效能的出現使得強烈效能信念

提高了堅持的層次和努力處理的態度，於是個體在能力信心上面是具有增值的影

響(Tierney & Farmer , 2002)。樂觀是一種對結果的正向預期，相較於自我效能的

能力預期更為廣泛，這似乎隱含著樂觀的人對其創造能力的預期較為正向，也比

較有自信可以達成目標。因此我們可以推論樂觀的人相較於悲觀的人會具有較高

的創造力自我效能。 

 

最後，從腦的結構來看，司管抽象思考、批判思考、創意思考的位置是腦前

頁(frontal lobe)，而經過實驗後發現不同的刺激源會影響腦中不同部位的運作

(Eric, 1998)。而給予樂觀的刺激時，腦部的反應亦是位於前額頁(Eric, 1998)。若

從生理結構來推論，我們瞭解了腦部掌管樂觀與創造力的位置是一致的，而這似

乎隱含著樂觀與創造力具有密切的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