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共分為六節，第一節為研究架構；第二節為研究假設；第三節為研究樣

本；第四節為研究工具；第五節為研究程序；第六節為資料處理。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根據前述的動機與目的，綜合文獻探討的內容，研究者提出的變項包含性

別、情緒調節、調節焦點、樂觀與創造力和學業成績。本研究所探討的樂觀包含

「樂觀傾向」、「樂觀信念」與「樂觀影響力」三部分。「樂觀傾向」是指個體對

樂觀意義的自我覺察；「樂觀信念」是指個體對於樂觀所抱持的內在心理傾向；「樂

觀影響力」則是意味著樂觀對於個體日常生活的影響。 

 

在人口變項部分，則以「性別」為目標，研究者針對國內較缺乏樂觀的相關

研究，故想要了解有關男女大學生在樂觀上的差異現象。除此之外，本研究也擬

定「學業成績」為一效標變項，目的也是想要了解樂觀與大學生學業成績之關聯

性。 

 

除此之外，根據相關文獻資料，探討三個與樂觀有所關連的變項，包含：情

緒調節、調節焦點、創造力。因此大學生的樂觀與「情緒調節」、「調節焦點」、「創

造力」三個變項的關係，也是本研究欲探討的範圍。 

 

綜合上述，本研究將探討國內大學生的樂觀為主，並探討「性別」與樂觀之

間的關係。其次，探討樂觀與「學業成績」之間的關係。最後再針對「情緒調節」、

「調節焦點」、樂觀與「創造力」之關係做為探討。本研究架構如圖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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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本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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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假設 

 

根據前述的研究問題及文獻探討的結果，提出研究假設如下： 

 

(一)有關性別與樂觀的假設 

假設一：男女大學生在樂觀上有顯著差異。 

假設1-1：男女大學生在樂觀傾向上有顯著差異。 

假設1-2：男女大學生在樂觀信念上有顯著差異。 

假設1-3：男女大學生在樂觀影響力上有顯著差異。 

 

(二)有關樂觀與學業成績的假設 

假設二：大學生的樂觀與學業成績有顯著的相關。 

假設2-1：大學生的樂觀傾向與學業成績有顯著的正相關。 

假設2-2：大學生的樂觀信念與學業成績有顯著的相關。 

假設2-2：大學生的樂觀影響力與學業成績有顯著的正相關。 

 

(三)有關情緒調節與樂觀的假設 

假設三：大學生的情緒調節與樂觀有顯著的相關。 

假設3-1：大學生的重新評估與樂觀傾向有顯著的正相關。 

假設3-2：大學生的重新評估與樂觀信念有顯著的相關。 

假設3-3：大學生的重新評估與樂觀影響力有顯著的正相關。 

假設3-4：大學生的壓抑行為與樂觀傾向有顯著的負相關。 

假設3-5：大學生的壓抑行為與樂觀信念有顯著的相關。 

假設3-6：大學生的壓抑行為與樂觀影響力有顯著的負相關。 

假設3-7：大學生的沉著冷靜與樂觀傾向有顯著的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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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3-8：大學生的沉著冷靜與樂觀信念有顯著的相關。 

假設3-9：大學生的沉著冷靜與樂觀影響力有顯著的正相關。 

 

(四)有關調節焦點與樂觀的假設 

假設四：大學生的調節焦點與樂觀有顯著的相關。 

假設4-1：大學生的求成取向與樂觀傾向有顯著的正相關。 

假設4-2：大學生的求成取向與樂觀信念有顯著的相關。 

假設4-3：大學生的求成取向與樂觀影響力有顯著的正相關。 

假設4-4：大學生的避敗取向與樂觀傾向有顯著的負相關。 

假設4-5：大學生的避敗取向與樂觀信念有顯著的相關。 

假設4-6：大學生的避敗取向與樂觀影響力有顯著的負相關。 

 

(五)有關樂觀與創造力的假設 

假設五：大學生的樂觀與創造力有顯著的相關。 

假設5-1：大學生的樂觀傾向與創新行為有顯著的正相關。 

假設5-2：大學生的樂觀信念與創新行為有顯著的相關。 

假設5-3：大學生的樂觀影響力與創新行為有顯著的正相關。 

假設5-4：大學生的樂觀傾向與創造力自我效能有顯著的正相關。 

假設5-5：大學生的樂觀信念與創造力自我效能有顯著的相關。 

假設5-6：大學生的樂觀影響力與創造力自我效能有顯著的正相關。 

 

(六)有關情緒調節、調節焦點、樂觀與創造力的假設 

假設六：大學生的情緒調節、調節焦點、樂觀、創造力自我效能對創新行為有顯

著的預測功能。 

假設6-1：大學生的重新評估對創新行為有顯著的預測功能。 

假設6-2：大學生的壓抑行為對創新行為有顯著的預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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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6-3：大學生的沉著冷靜對創新行為有顯著的預測功能。 

假設6-4：大學生的求成取向對創新行為有顯著的預測功能。 

假設6-5：大學生的避敗取向對創新行為有顯著的預測功能。 

假設6-6：大學生的樂觀傾向對創新行為有顯著的預測功能。 

假設6-7：大學生的樂觀信念對創新行為有顯著的預測功能。 

假設6-8：大學生的樂觀影響力對創新行為有顯著的預測功能。 

假設6-9：大學生的創造力自我效能對創新行為有顯著的預測功能。 

 

假設七：大學生的情緒調節、調節焦點、樂觀與創造力具有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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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樣本 

 

本研究主要施測對象為台灣地區各公、私立大學的學生，研究對象分為預試

問卷與正式問卷受試對象兩類，分別說明如下： 

 

(一)預試問卷受試對象 

本研究之預試樣本，在 92年 12月初以便利抽樣的方式選取。包括政治大學

兩班學生(其中一班為修習「特殊教育」的教育學程學生，另一班修習通識課的

「教育問題探討」的學生)，中央大學修習「普通物理」的資工系學生、「熱力學」

的機械系學生、「計算機概論」大氣系學生與「教育概論」的教育學程學生為預

試對象。共計回收問卷 223份，其中 13份因漏答題數過多，視為無效問卷，最

後可用問卷為 210份(男生 116份，女生 94份)。 

 

(二)正式問卷受試對象 

本研究之正式樣本，以台灣地區各公、私立大學的學生為抽取對象。採便利

抽樣的方式抽取政大、輔大、台灣師大、東吳、海洋大學、中央、交大、台灣藝

術大學、中正、嘉義大學、逢甲大學、成大、高師大、高科大、中山、義守大學、

台東大學等十七所學校，共計回收問卷 928份，經篩選嚴重作答不完全的廢卷

19份之後，最後可用問卷為 909份，其中男生 428人，女生 481人，實際的回

收樣本分布情形如下表 2 -表 7所示： 

 

表 2北區大學生樣本分布情形 

學校 男 女 小計 

政大 14 54 68 

北區 

輔大 21 30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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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師大 11 59 70 

東吳 12 14 26 

海洋大學 5 14 19 

中央 113 12 125 

交大 9 9 18 

 

台灣藝術大學 11 31 42 

合計 196 223 419 

 

表 3中區大學生樣本分布情形 

學校 男 女 小計 

中正 59 35 94 

嘉義大學 47 20 67 
中區 

逢甲大學 28 49 77 

合計 134 104 238 

 

表 4南區與東區大學生樣本分布情形 

學校 男 女 小計 

成大 31 51 82 

高師大 13 22 35 

高科大 16 17 33 

中山 21 40 61 

南區 

義守大學 10 10 20 

東區 台東大學 7 14 21 

合計 98 154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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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本研究大學生就讀學院之分布情形 

學院 人數 百分比 

文學院與教育學院 222 24.4 

商學院 177 19.5 

理學院 233 25.6 

工學院 229 25.2 

藝術學院與體育學院 48 5.3 

 

表 6本研究大學生就讀年級之分布情形 

年級 人數 百分比 

大一 304 33.4 

大二 219 24.1 

大三 205 22.6 

大四 162 17.8 

大五以上 19 2.1 

 

表 7本研究大學生就讀學校性質之分布情形 

學校性質 人數 百分比 

一般公立大學 735 80.9 

一般私立大學 174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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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蒐集資料，所使用之研究工具，除了受試者基本資料

的調查部份外，共包括七個量表，其分別為樂觀傾向量表、樂觀信念量表、樂觀

影力量表、情緒調節量表、調節焦點量表、創新行為量表、創造力自我效能量表。

以下分別就上述量表之內容架構與修訂、計分方式以及預試問卷與正式問卷的結

果加以說明。 

 

(一) 樂觀傾向量表 

 

1. 量表內容架構 

 

本研究所採用的樂觀傾向量表，是由吳靜吉、李澄賢(民 92)發展編制而成。

首先以開放問卷(N=130)來進行題目的蒐集，以「樂觀是」與「悲觀是」作為題

幹，尋問一般普羅大眾對於樂觀與悲觀的概念。經內容分析、歸類後，選取 12

種樂觀的概念作為預試的題目。預試是以政治大學與中央大學的學生為對象。共

回收可用問卷為 210份(男生 116份，女生 94份)。 

 

2. 量表的計分方式 

 

此量表採取 Likert’s五點量表作答，目的是為了配合 Scheier與 Carver (1985)

所編制的生活導向量表(LOT)，便於在預試過後與吳靜吉(民 80)所修訂的 LOT中

文版作同時效度的分析。因此根據受試者對各題項的反應程度，選擇最能描述受

試者的情況。1代表非常不同意，2代表不同意，3代表中立的立場，4代表同意，

5代表非常同意，計分標準是選「1」給 1分，選「2」給 2分，選「3」給 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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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4」給 4分，選「5」給 5分。 

 

3. 預試問卷的結果分析 

 

預試問卷回收後，隨即進行資料的分析，以考驗研究工具的信度與效度。經

考驗預試問卷後，其結果說明如下： 

 

(1)因素分析 

本研究以 SPSS統計套裝軟體程式 10.0視窗版，進行探索式因素分析。在預

試問卷的因素分析上，本研究採用主成分(principal components)萃取因素，以特

徵值大於 1者及陡坡圖作為因素個數的篩選標準，再以直接斜交(direct oblimin)

進行轉軸，得特徵值大於 1之因素 3個，陡坡圖中亦顯示萃取 2~3個因素較為適

宜，另外 KMO值為 .843與 Bartlett的檢定達顯著都證明了因素分析的適切性。 

 

參照因素負荷量與共同性，並與指導教授討論過後，決定保留較具代表性的

題目，包含：第 1.4.5.6.7.11 等題目，重新進行第二次因素分析。同樣以主成分

萃取因素，以特徵值大於 1者及陡坡圖作為因素個數的篩選標準，再以直接斜交

進行轉軸，得特徵值大於 1之因素 2個，陡坡圖中亦顯示萃取 2個因素較為適宜，

另外 KMO值為 .732與 Bartlett的檢定達顯著都證明了因素分析的適切性。第一

個因素命名為「勇於面對挫折」，共計 3題，可解釋 44.62%的結構變異量；第二

個因素命名為「正向結果預期」，共計 3題，可解釋 22.58%的結構變異量。此兩

個因素共可解釋 67.20%的結構變異量。因素分析結果如表 8： 

 

表 8樂觀傾向之因素分析 

題目 因素負荷量 共同性 特徵值 
因素一 ：勇於面對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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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我遇到挫折時會繼續奮鬥而不輕言放棄。 .849 .738 2.677 
11.我不會被挫折打倒，遇到挫折也會勇於自我挑戰。 .836 .703  
4.在遇到困難時我會勇於接受。 .812 .672  
解釋變異量 = 44.62%    
因素二 ：正向結果預期    
5我會用快樂的態度看待事情，使得心情輕鬆愉快。 .827 .696 1.355 
1.我總是看事情的光明面，往好的地方去想。 .787 .622  
7.我是一個想得開、看得開的人，凡事不強求。 .775 .601  
解釋變異量 = 22.58%    
共可解釋變異量 = 67.20%    

 

(2)信度 

本研究以 Cronbach α 係數考驗各分量表之內部一致性。在預試樣本中，勇

於面對挫折分量表的 Cronbach α= .7801，正向結果預期分量表的 Cronbach 

α= .7107。顯示其具有不錯之內部一致性，信度不錯。信度分析結果如表 9： 

 

表 9樂觀傾向之信度分析 

題目 刪題後的 α 

因素一：勇於面對挫折   
4.在遇到困難時我會勇於接受。 .7182 
6.我遇到挫折時會繼續奮鬥而不輕言放棄。 .7006 
11.我不會被挫折打倒，遇到挫折也會勇於自我挑戰。 .6897 
Alpha = .7801  

因素二：正向結果預期  
1.我總是看事情的光明面，往好的地方去想。 .6422 
5我會用快樂的態度看待事情，使得心情輕鬆愉快。 .5434 
7.我是一個想得開、看得開的人，凡事不強求。 .6787 
Alpha = .7115  
總量表 Alpha = .7421  

 

(3)各分量表之內在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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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發現勇於面對挫折與正向結果預期分量表之相關係數γ= .300 

(p<.01)，顯示兩者間呈現正相關。此處也反應了勇於面對挫折與正向結果預期的

確有些許的關聯。 

 

(4)同時效度分析 

本研究針對 LOT中文版作同時效度的分析發現，以樂觀傾向第 1.4.5.6.7.11

題的總分與 LOT中文版總分的相關係數γ= .399 (p<.01)。另外，針對 LOT中文

版的兩個因素：否極泰來、如己所願，與本研究所發展的樂觀傾向量表中的兩個

因素：勇於面對挫折、正向結果預期做相關。結果發現，勇於面對挫折、正向結

果預期與如己所願的相關係數分別為γ=.355 (p<.01)、γ=.588 (p<.01)；正向結果

預期與否極泰來的相關係數為γ=.260 (p<.01)。此結果顯示，本研究所發展的樂

觀傾向量表與 LOT中文版有顯著的相關。 

 

4. 正式問卷的結果分析 

 

在樂觀傾向的正式問卷計分部分，原預試問卷採以 Likert’s五點量表作答，

為配合本研究中的其他量表在正式問卷時改採四點量表作答，使整份問卷有較佳

的一致性。根據受試者對各題項的反應程度，選擇最能描述受試者的情況。1代

表非常不同意，2 代表不太同意，3 代表還算同意，4 代表非常同意，計分標準

是選「1」給 1分，選「2」給 2分，選「3」給 3分，選「4」給 4分。 

 

本研究以 LISREL8.52 版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樂觀傾向的測量模型中有 6

個測量變項，2個潛在變項。為了使每個潛在變項的量尺得以確立，因此每一個

潛在變項的變異數均設定為 1，另外也允許因素的共變矩陣自由估計。使用原始

資料的相關係數矩陣為輸入資料，並以 LISREL 中的最大概似法(ML:Maximum 

Likelihood)進行參數的估計。結果如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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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樂觀傾向的驗證性因素分析與信度 

題目 因素負荷量 標準誤 t值 

因素一：勇於面對挫折    
2.在遇到困難時我會勇於接受。 .74*** .04 19.84 
5.我遇到挫折時會繼續奮鬥而不輕言放棄。 .59*** .04 16.16 
6.我不會被挫折打倒，遇到挫折也會勇於自我挑戰。 .64*** .04 17.27 

Alpha =.7717  成份信度=.6941  平均變異抽取=0.43 

因素二：正向結果預期 
1.我總是看事情的光明面，往好的地方去想。 .70*** .03 20.47 
3.我會用快樂的態度看待事情，使得心情輕鬆愉快。 .79*** .03 22.77 
4.我是一個想得開、看得開的人，凡事不強求。 .63*** .03 18.17 

Alpha =.7430  成份信度=.7498  平均變異抽取=0.50 

適合度指標: χ2 =6.30  df=7  p=0.505  RMSEA=0.00  NFI=1.00  CFI=1.00  AGFI=0.99 

*p<.05 ; ** p<.01 ; *** p<.001 

 

在初始模式驗證時，根據修正指標(MI:modification index)進行模式的修飾，

在樂觀傾向量表中一方面因為題目間具有相類似的構念或是建構問卷時所忽略

的特定因素；另一方面也可能因為方法效應(method effect)的問題，包括問卷題

目的排定順序或是經預試分析後對題目的修改。因此基於這樣的考量，我們把測

量誤差之間的相關視為合理並納入模式中做適當的修正，以期模式契合度可以更

加理想。 

 

最後，驗證性的因素分析結果顯示，χ2 ＝6.30、df＝7、p＞.05，表示模式

與資料契合度理想。勇於面對挫折的因素負荷量介於.59~.74、成份信度=.6941、

平均變異抽取=0.43；正向結果預期的因素負荷量介於.63~.79、成份信度=.7498、

平均變異抽取=.50；另外，勇於面對挫折與正向結果預期因素間的相關為 0.51

達顯著水準亦可以從 LISREL中的Φ矩陣中得知。成份信度(composite reliablility)

是根據標準化因素負荷量與測量變項的殘差計算所得，此處的成份信度類似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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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nbach α係數。另外平均變異抽取(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則是根據測量變

項的決定係數與殘差計算所得。而平均變異抽取意味著測量變項被潛在因素解釋

的百分比。 

 

除此之外，研究者進行同時效度之分析，以 LOT 中文版與樂觀傾向量表作

相關分析發現，相關係數γ= .479 (p<.01)。此結果顯示，本研究所發展的樂觀傾

向量表與 LOT 中文版有顯著的相關。此一結果顯示樂觀傾向量表具有不錯的信

效度。 

 

(二)樂觀信念量表 

 

1. 量表內容架構 

 

本研究所採用的樂觀信念量表，是由吳靜吉、李澄賢(民 92)發展編制而成。

首先以開放問卷(N=130)來進行題目的蒐集，以「樂觀的原因」與「悲觀的原因」

作為題幹，尋問一般普羅大眾造成樂觀或悲觀的原因。經內容分析、歸類後，選

取 8種造成樂觀的原因，其中 4題為樂觀是固定不變的，另外 4題為樂觀會隨時

間與經驗而改變。 

 

2. 量表的計分方式 

 

此量表採取 Likert’s四點量表作答，以配合本研究中的其他量表，使整份問

卷有較佳的一致性。根據受試者對各題項的反應程度，選擇最能描述受試者的情

況。1代表非常不同意，2代表不太同意，3代表還算同意，4代表非常同意，計

分標準是選「1」給 1分，選「2」給 2分，選「3」給 3分，選「4」給 4分。 

 



 15

3. 預試問卷的結果分析 

 

預試問卷回收後，隨即進行資料的分析，以考驗研究工具的信度與效度。經

考驗預試問卷後，其結果說明如下： 

 

(1)因素分析 

在預試問卷的因素分析上，先以樂觀的原因進行主成分(principal components)

萃取因素，以特徵值大於 1者及陡坡圖作為因素個數的篩選標準，再以直接斜交

(direct oblimin)進行轉軸，得特徵值大於 1 之因素 2 個，陡坡圖中亦顯示萃取 2

個因素較為適宜，另外 KMO值為 .692與 Bartlett的檢定達顯著都證明了因素分

析的適切性。第一個因素命名為「樂觀增長信念」，共計 4題，可解釋 31.27%的

結構變異量；第二個因素命名為「樂觀固定信念」，共計 4題，可解釋 17.04%的

結構變異量。此兩個因素共可解釋 48.31%的結構變異量。其中第 1題與第 12題

的共同性過低，題目內容將擬由指導教授與研究者做適當的修正。因素分析結果

如表 11： 

 

表 11樂觀信念之因素分析 

題目 因素負荷量 共同性 特徵值 
因素一 ：樂觀增長信念    
8.我認為一個人的樂觀是因為他相信有朋友的幫助和親人的陪伴與支持。 .764 .584 2.502 
9.我相信生活環境與家庭教育會影響一個人的樂觀。 .726 .564  
14.我相信樂觀是個人的生活習慣培養出來的價值觀。 .675 .485  
17.我相信一個人所以樂觀是因為過去的成功經驗讓他看到自己的優點、而

且充滿希望。 
.612 .401  

解釋變異量 = 31.27%    
因素二 ：樂觀固定信念    
2.我相信樂觀的人生來就心情好，做什麼事都愉快。 .705 .551 1.363 
18.我相信一個人的樂觀與否是不能改變的。 .701 .610  
12.我認為一個人的樂觀是他的個性所形成。 .583 .373  



 16

1.我認為樂觀的人本來就相信自己可以解決困難，不是靠後天的影響。 .540 .297  
解釋變異量 = 17.04%    
共可解釋變異量 = 48.31%    

 

 (2)信度 

本研究以 Cronbach α 係數考驗各分量表之內部一致性。在預試樣本中，樂

觀的增長信念分量表的 Cronbach α= .6697，樂觀的固定信念分量表的 Cronbach 

α= .5302。顯示其具有不錯之內部一致性，信度尚可。信度分析結果如表 12： 

 

表 12樂觀信念信度分析 

題目 刪題後的 α 

因素一：樂觀的增長信念  
8.我認為一個人的樂觀是因為他相信有朋友的幫助和親人的陪伴與支持。 .5618 
9.我相信生活環境與家庭教育會影響一個人的樂觀。 .6149 
14.我相信樂觀是個人的生活習慣培養出來的價值觀。 .5973 
17.我相信一個人所以樂觀是因為過去的成功經驗讓他看到自己的優點、而且

充滿希望。 
.6354 

Alpha = .6697  

因素二：樂觀的固定信念  
1.我認為樂觀的人本來就相信自己可以解決困難，不是靠後天的影響。 .5037 
2.我相信樂觀的人生來就心情好，做什麼事都愉快。 .3279 
12.我認為一個人的樂觀是他的個性所形成。 .4748 
18.我相信一個人的樂觀與否是不能改變的。 .5006 
Alpha = .5302  

 

 (3)各分量表之內在相關 

本研究發現樂觀增長信念與樂觀固定信念分量表之相關係數γ= .221 

(p< .01)，顯示兩者間呈現微弱正相關，相關性不高。 

 

4. 正式問卷的結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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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觀信念的測量模型中有 8個測量變項，2個潛在變項。為了使每個潛在變

項的量尺得以確立，因此每一個潛在變項的變異數均設定為 1，也允許因素的共

變矩陣自由估計。另外，在樂觀信念正式題目方面，將「我認為樂觀的人本來就

相信自己可以解決困難，不是靠後天的影響」修改成「我認為樂觀是天生的，後

天很難改變」，也將「我認為一個人的樂觀是他的個性所形成」修改成「我認為

一個人的樂觀是他天生個性所形成」。最後，使用原始資料的相關係數矩陣為輸

入資料，並以 LISREL 中的最大概似法(ML:Maximum Likelihood)進行參數的估

計。結果如表 13： 

 

表 13樂觀信念的驗證性因素分析與信度 

題目 因素負荷量 標準誤 t值 

因素一：樂觀的增長信念    

3.我認為一個人的樂觀是因為他相信有朋友的幫助和親人的陪伴與支持。 .61*** .04 14.77 
4.我相信生活環境與家庭教育會影響一個人的樂觀。 .72*** .04 16.54 
6.我相信樂觀是個人的生活習慣培養出來的價值觀。 .44*** .04 10.82 
7. 我相信一個人所以樂觀是因為過去的成功經驗讓他看到自己的優點、

而且充滿希望。 .41*** .04 10.18 

Alpha =.6563  成份信度=.6360  平均變異抽取=0.32 

因素二：樂觀的固定信念 
1.我認為樂觀是天生的，後天很難改變。 .78*** .05 17.54 
2.我相信樂觀的人生來就心情好，做什麼事都愉快。 .27*** .04 6.68 
5.我認為一個人的樂觀是他天生個性所形成。 .55*** .06 13.37 
8.我相信一個人的樂觀與否是不能改變的。 .51*** .05 12.99 

Alpha =.5769  成份信度=.6474 平均變異抽取=0.335 

適合度指標：χ2 =14.30  df=13  p=0.3528  RMSEA=0.011  NFI=0.99  CFI=1.00  AGFI=0.99 

*p<.05 ; ** p<.01 ; *** p<.001 

 

在初始模式驗證時，根據修正指標進行模式的修飾，在樂觀信念量表中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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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的理由，我們同樣把測量誤差之間的相關視為合理並納入模式中做適當的修

正。另外，在樂觀信念量表中同時也修正各測量變項與潛在因素之間相關，此一

做法是基於非相對應的各測量變項與潛在因素之間可能具有關聯性，最終的目的

還是希望模式契合度可以更加理想。 

 

最後，驗證性的因素分析結果顯示，χ2 ＝14.30、df＝13、p＞.05，表示模

式與資料契合度理想。樂觀增長信念的因素負荷量介於 .41~.72、成份信度

=.6360、平均變異抽取=0.32；樂觀固定信念的因素負荷量介於.28~.68、成份信

度=.6474、平均變異抽取=0.335；另外，樂觀增長信念與樂觀固定信念因素間的

相關為-0.18，達顯著水準。此一結果顯示樂觀信念量表具有不錯的信效度。 

 

(三)樂觀影響力量表 

 

1. 量表內容架構 

 

本研究所採用的樂觀影響力量表，是由吳靜吉、李澄賢(民 92)發展編制而

成。首先以開放問卷(N=130)來進行題目的蒐集，以「樂觀的影響力」與「悲觀

的影響力」作為題幹，尋問一般普羅大眾樂觀或悲觀對其生活造成的影響。經內

容分析、歸類後，選取 10種樂觀對生活的影響作為預試的題目。 

 

2. 量表的計分方式 

 

此量表採取 Likert’s四點量表作答，以配合本研究中的其他量表，使整份問

卷有較佳的一致性。根據受試者對各題項的反應程度，選擇最能描述受試者的情

況。1代表非常不同意，2代表不太同意，3代表還算同意，4代表非常同意，計

分標準是選「1」給 1分，選「2」給 2分，選「3」給 3分，選「4」給 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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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預試問卷的結果分析 

 

預試問卷回收後，隨即進行資料的分析，以考驗研究工具的信度與效度。經

考驗預試問卷後，其結果說明如下： 

 

(1)因素分析 

在預試問卷的因素分析上，以樂觀的影響力進行主成分(principal components)

萃取因素，以特徵值大於 1者及陡坡圖作為因素個數的篩選標準，再以直接斜交

(direct oblimin)進行轉軸，得特徵值大於 1之因素 1個，陡坡圖中亦顯示萃取 1

個因素較為適宜，另外 KMO值為 .920與 Bartlett的檢定達顯著都證明了因素分

析的適切性。將此一因素命名為「樂觀影響力」，此一因素可解釋 53.88%的結構

變異量。因素分析結果如表 14： 

 

表 14樂觀的影響力之因素分析 

題目 因素負荷量 共同性 特徵值 
11.我相信樂觀可以使周圍的朋友感到輕鬆並帶給他們力量。 .795 .632 5.387 
6.我相信樂觀會讓人身心比較健康。 .769 .592  
15.我相信樂觀會讓人積極面對問題。 .756 .572  
10.我相信樂觀會讓人有勇氣與信心面對困難。 .752 .565  
7.我相信樂觀可以提供學習與成長的機會，而使生活充滿無限可能性。 .748 .560  
13.我相信樂觀會讓人在遇到困難時，擁有能力重新出發。 .746 .556  
4.我相信樂觀讓工作效率提高、事半功倍。 .719 .517  
3.我相信樂觀可以讓人敞開心胸接受各種角度的觀點。 .699 .488  
16.我認為樂觀會促進良好的人際關係。 .673 .453  
5.我相信樂觀是：如果看到希望，繼續往目標努力就比較容易成功。 .672 .451  
解釋變異量 = 53.88%    

 

(2)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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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 Cronbach α 係數考驗各分量表之內部一致性。樂觀的影響力量表

的 Cronbach α= .9035。也顯示其具有不錯之內部一致性，信度良好。信度分析結

果如表 15： 

 

表 15樂觀的影響力之信度分析 

題目 刪題後的 α 
3.我相信樂觀可以讓人敞開心胸接受各種角度的觀點。 .8962 
4.我相信樂觀讓工作效率提高、事半功倍。 .8946 
5.我相信樂觀是：如果看到希望，繼續往目標努力就比較容易成功。 .8983 
6.我相信樂觀會讓人身心比較健康。 .8913 
7.我相信樂觀可以提供學習與成長的機會，而使生活充滿無限可能性。 .8930 
10.我相信樂觀會讓人有勇氣與信心面對困難。 .8924 
11.我相信樂觀可以使周圍的朋友感到輕鬆並帶給他們力量。 .8892 
13.我相信樂觀會讓人在遇到困難時，擁有能力重新出發。 .8929 
15.我相信樂觀會讓人積極面對問題。 .8923 
16.我認為樂觀會促進良好的人際關係。 .8981 
Alpha = .9035  

 

(3)樂觀信念與樂觀影響力量表之相關 

本研究發現樂觀固定信念與樂觀的影響分量表之相關係數γ= .270 

(p< .01)，顯示兩者間呈現微弱正相關，相關性不高。而樂觀增長信念與樂觀的

影響分量表之相關係數γ= .721 (p< .01)，達顯著相關。反應了樂觀的影響力的確

與個體認為樂觀會隨著時間與經驗而改變呈現顯著正相關。 

 

4. 正式問卷的結果分析 

 

樂觀影響力的測量模型中有 10 個測量變項，1 個潛在變項。並使用原始資

料的相關係數矩陣為輸入資料，並以 LISREL 中的最大概似法(ML:Maximum 

Likelihood)進行參數的估計。結果如表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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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樂觀影響力的驗證性因素分析與信度 

題目 因素負荷量 標準誤 t值 
9.我相信樂觀可以讓人敞開心胸接受各種角度的觀點。 .56*** .03 17.76 
10.我相信樂觀讓工作效率提高、事半功倍。 .64*** .03 20.67 
11.我相信樂觀是：如果看到希望，繼續往目標努力就比較容易成功。 .63*** .03 20.61 
12.我相信樂觀會讓人身心比較健康。 .76*** .03 26.05 
13.我相信樂觀可以提供學習與成長的機會，而使生活充滿無限可能性。 .85*** .03 29.73 
14.我相信樂觀會讓人有勇氣與信心面對困難。 .85*** .03 31.09 
15.我相信樂觀可以使周圍的朋友感到輕鬆並帶給他們力量。 .80*** .03 28.03 
16.我相信樂觀會讓人在遇到困難時，擁有能力重新出發。 .78*** .03 27.31 
17.我相信樂觀會讓人積極面對問題。 .73*** .03 24.61 
18.我認為樂觀會促進良好的人際關係。 .72*** .03 23.08 

Alpha =.9218  成份信度=.9214  平均變異抽取=0.54 

適合度指標：χ2 =23.35  df=23  p=0.3323  RMSEA=0.011  NFI=1.00  CFI=1.00  AGFI=0.99 

*p<.05 ; ** p<.01 ; *** p<.001 

 

在初始模式驗證時，根據修正指標進行模式的修飾，在樂觀影響力量表中基

於前述的理由，我們同樣把測量誤差之間的相關視為合理並納入模式中做適當的

修正，以期模式契合度可以更加理想。 

 

最後，驗證性的因素分析結果顯示，χ2 ＝23.35、df＝23、p＞.05，表示模

式與資料契合度理想。樂觀影響力的因素負荷量介於.56~.85、成份信度=.9214、

平均變異抽取=0.54。顯示樂觀影響力量表具有不錯的信效度。 

 

(四)情緒調節量表 

 

1. 量表內容架構與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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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所採用的情緒調節量表是由Gross與 John (2003)所編制的量表修訂而

來。此一量表的構念是來自於 Gross與 John (2002)提出兩個情緒調節的策略：重

新評估(reappraisal)與壓抑(suppression)。根據 Gross與 John (2003)在四群樣本中

所作的因素分析結果發現，原量表包含兩個因素：重新評估與壓抑，因此情緒調

節量表包含兩個分量表：重新評估與壓抑。在四群樣本中，重新評估分量表的

Cronbach α介於 .75~ .82，壓抑分量表的 Cronbach α介於 .68~ .75，兩個分量表

間的相關係數γ介於 -.06~ .06，顯示此量表具有不錯的信度與效度。原情緒調

節量表共有 10題，在盡量不改變原量表編制者原意的情形下，改以國人較能理

解的語句，並進行翻譯上的修訂。 

 

2. 量表的計分方式 

 

原量表採取 Likert’s七點量表作答，本研究則將其填答方式改為四點量表，

以配合本研究中的其他量表，使整份問卷有較佳的一致性。根據受試者對各題項

的反應程度，選擇最能描述受試者的情況。1代表非常不同意，2代表不太同意，

3代表還算同意，4代表非常同意，計分標準是選「1」給 1分，選「2」給 2分，

選「3」給 3分，選「4」給 4分。 

 

3. 預試問卷的結果分析 

 

預試問卷回收後，隨即進行資料的分析，以考驗研究工具的信度與效度。經

考驗預試問卷後，其結果說明如下： 

 

(1)因素分析 

在預試問卷的因素分析上，本研究採用主成分(principal components)萃取因

素，以特徵值大於 1者及陡坡圖作為因素個數的篩選標準，再以直接斜交(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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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limin)進行轉軸，得特徵值大於 1之因素 3個，陡坡圖中亦顯示萃取 2~3個因

素較為適宜，另外 KMO值為 .695與 Bartlett的檢定達顯著都證明了因素分析的

適切性。但因素三只有一個題目構成，查看其因素負荷量為 .904，最後經專家

建議並與指導教授討論後，決定保留第三個因素，並增加其複本試題。第一個因

素命名為「重新評估」，共計 5題，可解釋 28.70%的結構變異量；第二個因素命

名為「壓抑」，共計 4題，可解釋 20.61%的結構變異量；最後一個因素命名為「沉

著冷靜」可解釋 10.51%的結構變異量，此三個因素共可解釋 59.82%的結構變異

量。情緒調節因素分析結果如表 17： 

 

表 17情緒調節之因素分析 

題目 因素負荷量 共同性 特徵值 
因素一：重新評估    
7.當我想要感覺更多的正向情緒時，我會改變對當時情境的看法。 .805 .680 2.870 
1.當我想要感覺更多的正向情緒時(像是高興或快樂)，我會改變我的想法。 .759 .647  
10.當我想要感覺較少的負向情緒時，我會改變對當時情境的看法。 .696 .564  
3.當我想要感覺較少的負向情緒時(像是悲傷或生氣)，我會改變我的想法。 .688 .574  
8.我藉由改變對當時情境的看法來控制我的情緒。 .639 .437  
解釋變異量 = 28.70 %    
因素二：壓抑    
6.我控制自己的情緒而不表達出來。 .819 .672 2.061 
9.當我感受到負向情緒時，我確定我不會表現出來。 .762 .623  
2.我獨自承受自己的情緒。 .726 .540  
4.當我感受到正向情緒時，我會小心謹慎地不把這些正向情緒表達出來。 .630 .426  
解釋變異量 = 20.61 %    
因素三：沉著冷靜    
5.當我面臨一個有壓力的情境時，我會思考可以幫助我保持冷靜的方式。 .904 .820 1.051 
解釋變異量 = 10.51 %    
共可解釋變異量 = 59.82%    

 

(2)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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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 Cronbach α 係數考驗各分量表之內部一致性。在預試樣本中，重

新評估分量表的 Cronbach α= .7700，壓抑分量表的 Cronbach α= .7204。顯示其具

有不錯之內部一致性，信度不錯。信度分析結果如表 18。另外，研究者再針對

原量表的重新評估中第 1.3.5.7.8.10進行信度分析得到 Cronbach α為 .7391與預

試後的重新評估中第1.3.5.8.10進行信度分析得到Cronbach α為 .7700作一比較。 

 

表 18情緒調節之信度分析 

題目 刪題後的 α 

因素一：重新評估  
1.當我想要感覺更多的正向情緒時(像是高興或快樂)，我會改變我的想法。 .7305 
3.當我想要感覺較少的負向情緒時(像是悲傷或生氣)，我會改變我的想法。 .7333 
7.當我想要感覺更多的正向情緒時，我會改變對當時情境的看法。 .7066 
8.我藉由改變對當時情境的看法來控制我的情緒。 .7461 
10.當我想要感覺較少的負向情緒時，我會改變對當時情境的看法。 .7232 
Alpha = .7700  
因素二：壓抑  
2.我獨自承受自己的情緒。 .6726 
4.當我感受到正向情緒時，我會小心謹慎地不把這些正向情緒表達出來。 .7211 
6.我控制自己的情緒而不表達出來。 .5911 
9.當我感受到負向情緒時，我確定我不會表現出來。 .6378 
Alpha = .7204  
因素三：沉著冷靜  
5.當我面臨一個有壓力的情境時，我會思考可以幫助我保持冷靜的方式。  

 

(3)各分量表之內在相關 

本研究發現重新評估與壓抑分量表之相關係數γ= .106，與原量表的兩分量

表間的相關係數γ介於 -.06~ .06，結果相差不大，顯示兩者間呈現微弱正相關，

相關性不高。另外，也發現重新評估與沉著冷靜分量表之相關係數γ= .151 

(p< .05)，達顯著相關。亦反應了原量表將第 5題歸類在重新評估因素中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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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正式問卷的結果分析 

 

情緒調節的測量模型中有 12 個測量變項，3 個潛在變項。為了使每個潛在

變項的量尺得以確立，因此每一個潛在變項的變異數均設定為 1，也允許因素的

共變矩陣自由估計。另外，在情緒調節正式問卷題目方面，增加了兩個題目分別

為「身處壓力情境時，我會想辦法讓自己沉著應對」與「面對壓力時，我會想出

一些方法讓我可以冷靜地處理」。最後，使用原始資料的相關係數矩陣為輸入資

料，並以 LISREL 中的最大概似法(ML:Maximum Likelihood)進行參數的估計。

結果如表 19： 

 

表 19情緒調節的驗證性因素分析與信度 

題目 因素負荷量 標準誤 t值 

因素一：重新評估    
1.當我想要感覺更多的正向情緒時(像是高興或快樂)，我會改變我的想法。 .77*** .05 15.28 
3.當我想要感覺較少的負向情緒時(像是悲傷或生氣)，我會改變我的想法。 .69*** .03 21.57 
7.當我想要感覺更多的正向情緒時，我會改變對當時情境的看法。 .69*** .03 21.61 
10.當我想要感覺較少的負向情緒時，我會改變對當時情境的看法。 .74*** .03 22.78 
11.我藉由改變對當時情境的看法來控制我的情緒。 .56*** .03 17.01 

Alpha =.7911  成份信度=.8140  平均變異抽取=0.456 
因素二：壓抑    
2.我獨自承受自己的情緒。 .52*** .04 13.75 
4.當我感受到正向情緒時，我會小心謹慎地不把這些正向情緒表達出來。 .37*** .04 8.37 
6.我控制自己的情緒而不表達出來。 .72*** .04 17.59 
9.當我感受到負向情緒時，我確定我不會表現出來。 .67*** .04 16.81 

Alpha =.6598  成份信度=.6632  平均變異抽取=0.34 
因素三：沉著冷靜    
5.當我面臨一個有壓力的情境時，我會思考可以幫助我保持冷靜的方式。 .65*** .03 18.82 
8.身處壓力情境時，我會想辦法讓自己沉著應對。 .77*** .05 14.18 
12.面對壓力時，我會想出一些方法讓我可以冷靜地處理。 .70*** .03 20.49 

Alpha =.7214  成份信度=.7387  平均變異抽取=0.47 

適合度指標：χ2 =50.85  df=43  p=0.1919  RMSEA=0.014  NFI=0.99  CFI=1.00  AGFI=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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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5 ; ** p<.01 ; *** p<.001 

 

在初始模式驗證時，根據修正指標進行模式的修飾，在情緒調節量表中基於

前述的理由，我們同樣把測量誤差之間的相關視為合理並納入模式中做適當的修

正，同時也修正各測量變項與潛在因素之間相關，以期模式契合度可以更加理想。 

 

最後，驗證性的因素分析結果顯示，χ2 ＝50.85、df＝43、p＞.05，表示模

式與資料契合度理想。重新評估的因素負荷量介於.56~.77、成份信度=.8140、平

均變異抽取=0.456；壓抑的因素負荷量介於.37~.72、成份信度=.6632、平均變異

抽取=0.34；沉著冷靜的因素負荷量介於.65~.77、成份信度=.7387、平均變異抽

取=0.47。另外，重新評估與壓抑因素間的相關為 0.08，未達顯著水準；壓抑與

沉著冷靜因素間相關為 0.26 (p<.01)；重新評估與沉著冷靜因素間相關為 0.60 

(p< .01)。此一結果顯示情緒調節量表具有不錯的信效度。 

 

(五)調節焦點量表 

 

1. 量表內容架構與修訂 

 

本研究所採用的調節焦點量表是由 Lockwood, Jordan與Kunda (2002)所編制

的量表修訂而來。此一量表的構念是來自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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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 Lockwood等人(2002)所編制的調節焦點量表包含兩個分量表：求成取向與

避敗取向。Lockwood等人的研究顯示，求成分量表的 Cronbach α= .81，避敗分

量表的 Cronbach α= .75，顯示個分量表具有不錯的信度，兩個分量表間的相關係

數γ= .17 (p< .01)。而在其研究中也顯示該量表具有不錯的建構效度。原調節焦

點量表共有 18題，在盡量不改變原量表編制者原意的情形下，改以國人較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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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的語句，並進行翻譯上的修訂。 

 

2. 量表的計分方式 

 

原量表採取 Likert’s九點量表作答，本研究則將其填答方式改為四點量表，

以配合本研究中的其他量表，使整份問卷有較佳的一致性。根據受試者對各題項

的反應程度，選擇最能描述受試者的情況。1代表非常不符合，2代表不太符合，

3代表還算符合，4代表非常符合，計分標準是選「1」給 1分，選「2」給 2分，

選「3」給 3分，選「4」給 4分。 

 

3. 預試問卷的結果分析 

 

預試問卷回收後，隨即進行資料的分析，以考驗研究工具的信度與效度。經

考驗預試問卷後，其結果說明如下： 

 

(1)因素分析 

在預試問卷的因素分析上，本研究採用主成分(principal components)萃取因

素，以特徵值大於 1者及陡坡圖作為因素個數的篩選標準，再以直接斜交(direct 

oblimin)進行轉軸，得特徵值大於 1之因素 5個，陡坡圖中亦顯示萃取 5個因素

較為適宜，另外 KMO值為 .745與 Bartlett的檢定達顯著都證明了因素分析的適

切性。第一個因素，共計 3題，可解釋 20.24%的結構變異量；第二個因素，共

計 4題，可解釋 17.13%的結構變異量；第三個因素，共計 2題，可解釋 7.47%

的結構變異量；第四個因素，共計 4題，可解釋 6.50%的結構變異量；最後一個

因素，共計 5題，可解釋 5.86%的結構變異量。此五個因素共可解釋 57.20%的

結構變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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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因素間的相關係數表中發現，因素一、因素三與因素五彼此呈現顯著

正相關，另外，因素二與因素四亦呈現顯著正相關。基於原量表的兩個向度，研

究者嘗試進行第二階段的因素分析。以各題項所得到的因素分數(factor score)為

分析項目，進行第二階段的因素分析。在此階段，採用主成分(principal components)

萃取因素，以特徵值大於 1者及陡坡圖作為第二階段因素個數的篩選標準，改採

直交的最大變異法(varimax)進行分析，得特徵值大於 1之因素 2個，陡坡圖中亦

顯示萃取 2個因素較為適宜，另外 KMO值為 .548與 Bartlett的檢定達顯著都證

明了因素分析的還算適切。第二階段的第一個因素，共計三個子因素，10個題

目，可解釋 27.76%的結構變異量；第二階段的第二個因素，共計兩個子因素，8

個題目，可解釋 27.05%的結構變異量。第二階段的兩個因素共可解釋 54.81%的

結構變異量。 

 

鑑於此，我們以先前的因素分析結果，採用主成分(principal components)萃

取因素，以直接斜交(direct oblimin)進行轉軸，設定萃取出 2個因素。其中 KMO

值為 .745與 Bartlett的檢定達顯著都證明了因素分析的還算適切。第一個因素命

名為「求成取向」，共 10個題目，可解釋 20.20%的結構變異量；第二個因素命

名為「避敗取向」，共 8個題目，可解釋 17.07%的結構變異量。兩個因素共可解

釋 37.27%的結構變異量。調節焦點的因素分析結果如表 20： 

 

表 20調節焦點之因素分析 

因素 因素負荷量 共同性 特徵值 
因素一：求成取向    
3.我經常想像我將如何實現自己的希望和抱負。 .690 .506 3.636 
6.我經常把焦點放在未來希望獲得的成功。 .688 .509  
14.我認為自己是一個為了能實現希望和抱負努力達成理想自我的人。 .673 .510  
17.我經常想像自己可能會遇到那些我所希望的好事情。 .611 .373  
16.一般說來，我的重點是達成生活中正向的結果。 .586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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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我經常思考未來理想的自己。 .577 .351  
8.我經常思考我將如何達成學業上的成功。 .553 .348  
18.整體來說，我比較傾向獲得成功而不是避免失敗。 .548 .371  
12.我現在求學的主要目標是達成學業的抱負。 .525 .289  
15.我認為自己是一個為了能履行責任和義務努力變成我應該做到的人。 .462 .215  
解釋變異量 = 20.20%    
因素二：避敗取向    
7.我經常擔心我不能完成學業上的目標。 .652 .425 3.073 
10.我經常思考如何才能避免人生的失敗。 .647 .459  
9.我經常想像自己可能會遇到那些我所害怕的壞事情。 .635 .410  
11.我比較傾向避免損失而不是得到收穫。 .589 .350  
13.我現在求學的主要目標是避免學業的失敗。 .578 .343  
4.我經常思考我未來可能會變成那個我害怕的人。 .551 .313  
1.一般說來，我的重點是在避免生活中發生負向的事件。 .538 .300  
2.我擔憂我無法如願履行責任和義務。 .465 .223  
解釋變異量 = 17.07%    
共可解釋變異量 = 37.27%    

 

(2)信度 

本研究以 Cronbach α 係數考驗各分量表之內部一致性。在預試樣本中，求

成取向分量表的 Cronbach α= .7947，避敗取向分量表的 Cronbach α= .7387。顯示

其具有不錯之內部一致性，信度不錯。信度分析結果如表 21： 

 

表 21調節焦點之信度分析 

題目 刪題後的 α 

因素一：求成取向  
3.我經常想像我將如何實現自己的希望和抱負。 .7665 
5.我經常思考未來理想的自己。 .7807 
6.我經常把焦點放在未來希望獲得的成功。 .7656 
8.我經常思考我將如何達成學業上的成功。 .7803 
12我現在求學的主要目標是達成學業的抱負。 .7824 
14.我認為自己是一個為了能實現希望和抱負努力達成理想自我的人。 .7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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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我認為自己是一個為了能履行責任和義務努力變成我應該做到的人。 .7917 
16.一般說來，我的重點是達成生活中正向的結果。 .7762 
17.我經常想像自己可能會遇到那些我所希望的好事情。 .7770 
18.整體來說，我比較傾向獲得成功而不是避免失敗。 .7818 
Alpha = .7947  

因素二：避敗取向  
1.一般說來，我的重點是在避免生活中發生負向的事件。 .7166 
2.我擔憂我無法如願履行責任和義務。 .7288 
4.我經常思考我未來可能會變成那個我害怕的人。 .7166 
7.我經常擔心我不能完成學業上的目標。 .6958 
9.我經常想像自己可能會遇到那些我所害怕的壞事情。 .6973 
10.我經常思考如何才能避免人生的失敗。 .7033 
11.我比較傾向避免損失而不是得到收穫。 .7236 
13.我現在求學的主要目標是避免學業的失敗。 .7121 
Alpha = .7387  

 

4. 正式問卷的結果分析 

 

調節焦點的測量模型中有 18 個測量變項，2 個潛在變項。為了使每個潛在

變項的量尺得以確立，因此每一個潛在變項的變異數均設定為 1，另外也允許因

素的共變矩陣自由估計。使用原始資料的相關係數矩陣為輸入資料，並以 LISREL

中的最大概似法(ML:Maximum Likelihood)進行參數的估計。結果如表 22： 

 

表 22調節焦點的驗證性因素分析與信度 

題目 因素負荷量 標準誤 t值 

因素一：求成取向    
3.我經常想像我將如何實現自己的希望和抱負。 .65*** .03 19.36 
5.我經常思考未來理想的自己。 .68*** .03 20.12 
6.我經常把焦點放在未來希望獲得的成功。 .68*** .03 20.77 
8.我經常思考我將如何達成學業上的成功。 .50*** .03 14.47 
12我現在求學的主要目標是達成學業的抱負。 .42*** .04 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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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我認為自己是一個為了能實現希望和抱負努力達成理想自我的人。 .68*** .04 18.88 
15.我認為自己是一個為了能履行責任和義務努力變成我應該做到的人。 .42*** .04 11.87 
16.一般說來，我的重點是達成生活中正向的結果。 .55*** .04 14.31 
17.我經常想像自己可能會遇到那些我所希望的好事情。 .41*** .04 11.69 
18.整體來說，我比較傾向獲得成功而不是避免失敗。 .58*** .04 15.09 

Alpha =.8194  成份信度=.8209  平均變異抽取=0.323 

因素二：避敗取向    
1.一般說來，我的重點是在避免生活中發生負向的事件。 .25*** .04 6.22 
2.我擔憂我無法如願履行責任和義務。 .43*** .04 11.21 
4.我經常思考我未來可能會變成那個我害怕的人。 .53*** .04 15.04 
7.我經常擔心我不能完成學業上的目標。 .51*** .04 13.34 
9.我經常想像自己可能會遇到那些我所害怕的壞事情。 .69*** .03 20.29 
10.我經常思考如何才能避免人生的失敗。 .52*** .04 14.22 
11.我比較傾向避免損失而不是得到收穫。 .54*** .04 13.86 
13.我現在求學的主要目標是避免學業的失敗。 .49*** .04 11.78 

Alpha =.7371  成份信度=.7307  平均變異抽取=0.2775 

適合度指標：χ2 =115.43  df=98  p=0.1102  RMSEA=0.014  NFI=0.98  CFI=1.00  AGFI=0.98 

*p<.05 ; ** p<.01 ; *** p<.001 

 

在初始模式驗證時，根據修正指標進行模式的修飾，在調節焦點量表中基於

前述的理由，我們同樣把測量誤差之間的相關視為合理並納入模式中做適當的修

正，同時也修正各測量變項與潛在因素之間相關，以期模式契合度可以更加理想。 

 

最後，驗證性的因素分析結果顯示，χ2 ＝115.43、df＝98、p＞.05，表示

模式與資料契合度理想。求成取向的因素負荷量介於.41~.68、成份信度=.8209、

平均變異抽取=0.323；避敗取向的因素負荷量介於.25~.69、成份信度=.7307、平

均變異抽取=0.2775。另外，求成取向與避敗取向因素間的相關為 0.28，達顯著

水準。此一結果顯示調節焦點量表具有不錯的信效度。 

 

(六)創新行為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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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量表內容架構與修訂 

 

本研究所採用的創新行為量表是由吳靜吉、郭俊賢、王文中、劉鶴龍、陳淑

惠和李慧賢等人(民 85)所發展編制的。原量表為 Scott與 Bruce (1994)「創新行為

量表」(Innovative Behavior Sclae)。根據 Scott與 Bruce所作的因素分析結果萃取

出一個因素：創新行為；量表的 Cronbach α= .89；以員工在職期間平均每年提出

的創意案件數為效標，結果與原量表的相關係數γ= .33 (p<.001)，顯示此量表具

有一定的效度。原創新行為量表共有 6題，國內為了研究科技管理員工的創新行

為，吳靜吉、郭俊賢、王文中、劉鶴龍、陳淑惠和李慧賢等人(民 85)應用「回譯

法」確定文字之翻譯，並加入一個題目「整體而言，我是一個有創意的人。」成

為七個題目，由公司員工自評創新行為表現程度。經由主成分分析法萃取出一個

因素：創新行為；量表的 Cronbach α= .88，與原量表結果具有一致性。創新行為

量表在國內的研究中，具有不錯的信度與效度。 

 

2. 量表的計分方式 

 

原量表採取 Likert’s四點量表作答，本研究的填答方式亦採取四點量表。根

據受試者對各題項的反應程度，選擇最能描述受試者的情況。1代表非常不符

合，2代表不太符合，3代表還算符合，4代表非常符合，計分標準是選「1」給

1分，選「2」給 2分，選「3」給 3分，選「4」給 4分。 

 

3. 預試問卷的結果分析 

 

預試問卷回收後，隨即進行資料的分析，以考驗研究工具的信度與效度。經

考驗預試問卷後，其結果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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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因素分析 

在預試問卷的因素分析上，本研究採用主成分(principal components)萃取因

素，以特徵值大於 1者及陡坡圖作為因素個數的篩選標準，再以直接斜交(direct 

oblimin)進行轉軸，得特徵值大於 1之因素 1個，陡坡圖中亦顯示萃取 1個因素

較為適宜，另外 KMO值為 .850與 Bartlett的檢定達顯著都證明了因素分析的適

切性。此結果與過去研究的因素分析結果一致，同樣為因素命名為「創新行為」，

共計 7題。此一因素可解釋 56.18%的結構變異量。因素分析結果如表 23： 

 

表 23創新行為之因素分析 

題目 因素負荷量 共同性 特徵值 
7.整體而言，我是一個有創意的人。 .850 .722 3.933 
6.整體而言，我常表現出創新的行為。 .850 .722  
2.我會想出一些有創意的主意或點子。 .836 .698  
1.我會尋找或應用新技術、新程序及新方法。 .741 .549  
3.我會向別人推銷或擁護新的觀念。 .716 .508  
4.我會為了實現新的構想或作為，想辦法爭取所需要的資源。 .649 .421  
5.我會為了推動新構想，而設計並提出適當的計畫或時間表。 .558 .312  
解釋變異量 = 56.18%    

 

(2)信度 

本研究以 Cronbach α 係數考驗各分量表之內部一致性。在預試樣本中，創

新行為量表的 Cronbach α= .8648。顯示其具有不錯之內部一致性，信度良好。信

度分析結果如表 24： 

 

表 24創新行為之信度分析 

題目 刪題後的 α 
1.我會尋找或應用新技術、新程序及新方法。 .8471 
2.我會想出一些有創意的主意或點子。 .8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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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會向別人推銷或擁護新的觀念。 .8510 
4.我會為了實現新的構想或作為，想辦法爭取所需要的資源。 .8565 
5.我會為了推動新構想，而設計並提出適當的計畫或時間表。 .8706 
6.整體而言，我常表現出創新的行為。 .8288 
7.整體而言，我是一個有創意的人。 .8292 
Alpha = .8648  

 

4. 正式問卷的結果分析 

 

創新行為的測量模型中有 7個測量變項，1個潛在變項。並使用原始資料的

相關係數矩陣為輸入資料，並以 LISREL 中的最大概似法 (ML:Maximum 

Likelihood)進行參數的估計。結果如表 25： 

 

表 25創新行為的驗證性因素分析與信度 

題目 因素負荷量 標準誤 t值 
1.我會尋找或應用新技術、新程序及新方法。 .66*** .03 19.83 
2.我會想出一些有創意的主意或點子。 .78*** .03 24.79 
3.我會向別人推銷或擁護新的觀念。 .64*** .03 19.61 
4.我會為了實現新的構想或作為，想辦法爭取所需要的資源。 .50*** .03 14.34 
5.我會為了推動新構想，而設計並提出適當的計畫或時間表。 .43*** .03 12.58 
6.整體而言，我常表現出創新的行為。 .81*** .03 26.02 
7.整體而言，我是一個有創意的人。 .74*** .03 22.19 

Alpha =.8560  成份信度=.8421  平均變異抽取=0.4429 

適合度指標：χ2 =11.53  df=8  p=0.1736  RMSEA=0.022  NFI=1.00  CFI=1.00  AGFI=0.99 

*p<.05 ; ** p<.01 ; *** p<.001 

 

在初始模式驗證時，根據修正指標進行模式的修飾，在創新行為量表中基於

前述的理由，我們同樣把測量誤差之間的相關視為合理並納入模式中做適當的修

正，以期模式契合度可以更加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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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驗證性的因素分析結果顯示，χ2 ＝11.53、df＝8、p＞.05，表示模

式與資料契合度理想。創新行為的因素負荷量介於.43~.81、成份信度=.8421、平

均變異抽取=0.4429。此一結果顯示創新行為量表具有不錯的信效度。 

 

(七)創造力自我效能量表 

 

1. 量表內容架構與修訂 

 

本研究所採用的創造力自我效能量表是由 Tierney與 Farmer (2002)所編制的

量表修訂而來。此一量表的構念是來自於 Tierney與 Farm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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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erney與 Farmer是

根據 Bandura (1997)的自我效能與 Amabile (1988)與Woodman等人(1993)的創造

力概念而重新遍制一個新的創造力自我效能量表。在 Tierney與 Farmer的研究發

現量表的 Cronbach α介於.83~.87，顯示此量表具有不錯的信度。而在其研究中

也顯示該量表具有不錯的建構效度。原創造力自我效能量表共有 3題，在徵求編

制者的同意使用回函信中，Tierney表示在經過研究後已經額外增加了一個題

目，以致於現階段的創造力自我效能量表共有 4題，同樣在盡量不改變原量表編

制者原意的情形下，改以國人較能理解的語句，並進行翻譯上的修訂。 

 

2. 量表的計分方式 

 

原量表採取 Likert’s七點量表作答，本研究則將其填答方式改為四點量表，

以配合本研究中的其他量表，使整份問卷有較佳的一致性。根據受試者對各題項

的反應程度，選擇最能描述受試者的情況。1代表非常不同意，2代表不太同意，

3代表還算同意，4代表非常同意，計分標準是選「1」給 1分，選「2」給 2分，

選「3」給 3分，選「4」給 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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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預試問卷的結果分析 

 

預試問卷回收後，隨即進行資料的分析，以考驗研究工具的信度與效度。經

考驗預試問卷後，其結果說明如下： 

 

(1)因素分析 

在預試問卷的因素分析上，本研究採用主成分(principal components)萃取因

素，以特徵值大於 1者及陡坡圖作為因素個數的篩選標準，再以直接斜交(direct 

oblimin)進行轉軸，得特徵值大於 1之因素 1個，陡坡圖中亦顯示萃取 1個因素

較為適宜，另外 KMO值為 .755與 Bartlett的檢定達顯著都證明了因素分析的適

切性。將此一因素命名為「創造力自我效能」，共計 4題。此因素可解釋 62.22%

的結構變異量。因素分析結果如表 26： 

 

表 26創造力自我效能之因素分析 

題目 因素負荷量 共同性 特徵值 
4.我擅長找出一些有創意的方法來解決問題。 .854 .729 2.489 
2.我相信我有能力可以創意地解決問題。 .850 .723  
1.我覺得我善於想出一些新奇的觀念。 .803 .645  
3.我擁有熟練的技巧可以進一步地發展別人的觀念。 .626 .392  
解釋變異量 = 62.22%    

 

(2)信度 

本研究以 Cronbach α 係數考驗各分量表之內部一致性。在預試樣本中，創

造力自我效能量表的 Cronbach α= .7926。顯示其具有不錯之內部一致性，信度良

好。信度分析結果如表 27。其中第 3 題的刪題後 α 過大，題目內容將擬由指導

教授與研究者做適當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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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創造力自我效能之信度分析 

題目 刪題後的 α 
1.我覺得我善於想出一些新奇的觀念。 .7383 
2.我相信我有能力可以創意地解決問題。 .6987 
3.我擁有熟練的技巧可以進一步地發展別人的觀念。 .8216 
4.我擅長找出一些有創意的方法來解決問題。 .6908 
Alpha = .7926  

 

4. 正式問卷的結果分析 

 

創造力自我效能的測量模型中有 4個測量變項，1個潛在變項。另外，在創

造力自我效能正式問卷題目方面，將「我擁有熟練的技巧可以進一步地發展別人

的觀念」修改成「我有能力可以延伸或發展別人提出來的觀念」。最後，使用原

始資料的相關係數矩陣為輸入資料，並以 LISREL中的最大概似法(ML:Maximum 

Likelihood)進行參數的估計。結果如表 28： 

 

表 28創造力自我效能的驗證性因素分析與信度 

題目 因素負荷量 標準誤 t值 
1.我覺得我善於想出一些新奇的觀念。 .71*** .03 21.04 
2.我相信我有能力可以創意地解決問題。 .82*** .03 25.83 
3.我有能力可以延伸或發展別人提出來的觀念。 .62*** .03 19.23 
4.我擅長找出一些有創意的方法來解決問題。 .81*** .03 25.12 

Alpha =.8411  成份信度=.8327  平均變異抽取=0.56 

適合度指標：χ2 =0.69  df=1  p=0.407  RMSEA=0.000  NFI=1.00  CFI=1.00  AGFI=1.00 

*p<.05 ; ** p<.01 ; *** p<.001 

 

在初始模式驗證時，根據修正指標進行模式的修飾，在創造力自我效能量表

中基於前述的理由，我們同樣把測量誤差之間的相關視為合理並納入模式中做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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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的修正，以期模式契合度可以更加理想。 

 

最後，驗證性的因素分析結果顯示，χ2 ＝0.69、df＝1、p＞.05，表示模式

與資料契合度理想。創造力自我效能的因素負荷量介於 .62~.82、成份信度

=.8327、平均變異抽取=0.56。此一結果顯示創造力自我效能量表具有不錯的信

效度。 

 

綜合上述探索式與驗證式的因素分析結果，本研究的研究工具主要概念整理

如下表 29： 

 
表 29本研究研究工具之整理摘要 

量表名稱 量表結構 信度與效度 

樂觀傾向 

由吳靜吉、李澄賢(民 92)發展編制而成。首先以開放問卷

來進行題目的蒐集，以「樂觀是」與「悲觀是」作為題幹，

尋問一般普羅大眾對於樂觀與悲觀的概念。經內容分析、

歸類後，選取 12種樂觀的概念作為預試的題目。在預試

因素分析後抽取出兩個因素：勇於面對挫折(3題)、正向結

果預期(3題)，正式問卷共 6題。 

成份信度：勇於面對

挫折=.69；正向結果

預期=.75 

效度：經驗證性因素

分析後發現具有不錯

的效度 

樂觀信念 

由吳靜吉、李澄賢(民 92)發展編制而成。首先以開放問卷

來進行題目的蒐集，以「樂觀的原因」與「悲觀的原因」

作為題幹，尋問一般普羅大眾造成樂觀或悲觀的原因。經

內容分析、歸類後，選取 8種造成樂觀的原因作為預試題

目，在預試因素分析後抽取出兩個因素：樂觀增長信念(4

題)、樂觀固定信念(4題)，正式問卷共 8題。 

成份信度：樂觀增長

信念=.64；樂觀固定

信念=.65 

效度：經驗證性因素

分析後發現具有不錯

的效度 

樂觀影響力 

由吳靜吉、李澄賢(民 92)發展編制而成。首先以開放問卷

來進行題目的蒐集，以「樂觀的影響力」與「悲觀的影響

力」作為題幹，尋問一般普羅大眾樂觀或悲觀對其生活造

成的影響。經內容分析、歸類後，選取 10種樂觀對生活

的影響作為預試的題目，在預試因素分析後抽取出一個因

素：樂觀影響力(10題)，正式問卷共 10題。 

成份信度：樂觀影響

力=.92 

 

效度：經驗證性因素

分析後發現具有不錯

的效度 



 39

情緒調節 

本研究所採用的情緒調節量表是由 Gross與 John (2003)所

編制的量表修訂而來。根據 Gross與 John 所作的因素分

析抽取出兩個因素：重新評估與壓抑。原情緒調節量表共

有 10題，經預試分析過後，增加兩個題目，並在正式問

卷分析時抽取出三個因素：重新評估(5題)、壓抑(4題)、

沉著冷靜(3題)，正式問卷共 12題。 

成份信度：重新評估

=..81；壓抑=.66；沉

著冷靜=.74 

效度：經驗證性因素

分析後發現具有不錯

的效度 

調節焦點 

本研究所採用的調節焦點量表是由 Lockwood, Jordan與

Kunda (2002)所編制的量表修訂而來。在 Lockwood等人

(2002)所編制的調節焦點量表包含兩個分量表：求成取向

與避敗取向。原調節焦點量表共有 18題，經預試分析過

後抽取出兩個因素：求成取向(10題)與避敗取向(8題)，正

式問卷共 18題。 

成份信度：求成取

向.82；避敗取向=.73 

 

效度：經驗證性因素

分析後發現具有不錯

的效度 

創新行為 

本研究所採用的創新行為量表是由吳靜吉、郭俊賢、王文

中、劉鶴龍、陳淑惠和李慧賢等人(民 85)所發展編制的。

原量表為 Scott與 Bruce (1994)「創新行為量表」(Innovative 

Behavior Sclae)。根據 Scott與 Bruce所作的因素分析結果

萃取出一個因素：創新行為。原創新行為量表共有 7題，

經預試分析過後抽取出一個因素：創新行為(7題)，正式問

卷共 7題。 

成份信度：創新行為

=.84 

 

效度：經驗證性因素

分析後發現具有不錯

的效度 

創造力自我效能 

本研究所採用的創造力自我效能量表是由 Tierney與

Farmer (2002)所編制的量表修訂而來。此一量表的構念是

來自於 Tierney與 Farm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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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創造力

自我效能量表共有 4題，經預試分析過後抽取出一個因

素：創造力自我效能(4題)，正式問卷共 4題。 

成份信度：創造力自

我效能=.83 

 

效度：經驗證性因素

分析後發現具有不錯

的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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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程序 

 

本研究的研究程序分為五大步驟： 

 

(一)蒐集相關文獻與資料 

自 92年 8月開始蒐集相關文獻與資料，進行文獻評閱工作。另於 92年 10

月確定研究主題與架構，題目定為「大學生的情緒調節、調節焦點、樂觀與創造

力之關係」，並著手進行研究工具的編制與選用。 

 

(二) 選用研究工具 

於 92年 11月著手翻譯「情緒調節量表」、「調節焦點量表」、「創造力自我效

能量表」，另外選用已編制好的「創新行為量表」。同時編制「樂觀的開放問卷」，

進行題目的蒐集。經內容分析、歸類後，編制「樂觀傾向量表」、「樂觀信念量表」、

「樂觀影響力量表」作為預試題目。 

 

(三) 問卷預試 

於 92年 12月進行「樂觀傾向量表」、「樂觀信念量表」、「樂觀影響力量表」、

「情緒調節量表」、「調節焦點量表」、「創新行為量表」與「創造力自我效能量表」

的問卷預試，然後進行資料的分析，包括因素分析與信度分析等。 

 

(四) 正式施測 

正式的樣本在 93年 3月初以台灣地區各公、私立大學生為抽取對象。將問

卷以包裹方式寄交各大學的教授進行施測工作。所有的問卷在 93年 3月底回收

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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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資料分析與撰寫研究報告 

於 93年 4月初著手資料的統計分析。根據研究問題的需要，使用統計套裝

軟體 SPSS 10.0視窗版與 LISREL8.52版進行資料分析。包括進行：驗證性因素

分析、信度分析、描述統計分析、t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皮爾遜積差相關

分析、多元迴歸分析、路徑分析。 

 

(六) 討論與建議 

最後根據研究結果，並加以討論、分析、補充相關文獻資料。撰寫完整的研

究報告，提供研究結論與未來研究的相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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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資料處理 

 

根據本研究之研究目的與假設，本研究預計將會使用統計套裝軟體 SPSS 

10.0視窗版與 LISREL8.52版進行資料分析。本研究使用之統計方法如下：因素

分析、信度分析、描述統計分析、t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皮爾遜積差相關

分析、多元迴歸分析、SEM結構方程式模式。茲分別說明如下： 

 

(一)因素分析 

本研究以大學生的「樂觀傾向量表」、「樂觀信念量表」、「樂觀影響力量表」、

「情緒調節量表」、「調節焦點量表」、「創新行為量表」與「創造力自我效能量表」

之預試結果以 SPSS 10.0視窗版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以及在正式問卷結果分析時

以 LISREL8.52版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 

 

(二)信度分析 

本研究使用的七種量表，分別以內部一致性 Cronbach α係數進行信度分析，

另外在驗證性因素分析後計算成份信度。 

 

(三)描述統計分析 

本研究擬將「樂觀傾向量表」、「樂觀信念量表」、「樂觀影響力量表」、「情緒

調節量表」、「調節焦點量表」、「創新行為量表」與「創造力自我效能量表」的施

測結果，進行描述統計分析與次數分析，求取大學生在各分量表、總量表的平均

數、標準差，以了解大學生在各變項上的現況。 

 

(四) t考驗 

本研究以 t考驗探討性別在大學生樂觀傾向、樂觀信念與樂觀影響力上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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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情形，以考驗研究假設一。 

 

(五)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本研究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探討年級、樣本地區、就讀學院在大學生樂觀上

的差異情形，以試圖了解人口變項在樂觀變項上是否有所差異。 

 

(六)皮爾遜積差相關分析 

本研究使用皮爾遜積差相關分析來考驗各分量表之相關，以了解大學生的樂

觀、學業成績、情緒調節、調節焦點、創新行為、創造力自我效能之間的相關情

形，以考驗研究假設二、假設三、假設四、假設五。 

 

(七)多元迴歸分析 

本研究為了解情緒調節與調節焦點對樂觀傾向的預測力與樂觀各成分對創

新行為與創造力自我效能的預測力進行多元迴歸分析。另外，針對情緒調節、調

節焦點、樂觀、創造力自我效能對創新行為的預測力也進行多元迴歸分析，以考

驗研究假設六。 

 

(八)SEM結構方程式模式 

本研究為了解情緒調節、調節焦點、樂觀傾向與創造力之關係，以結構方程

式模式來建立情緒調節、調節焦點、樂觀傾向與創造力之間的因果模式圖，以考

驗研究假設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