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討論、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大學生的情緒調節、調節焦點、樂觀與創造力之關係，最後

根據研究結果進行討論、分析，並提供研究結論與未來研究的相關建議。本章共

分為三節，第一節是討論；第二節是結論；第三節是建議。 

 

第一節  討論 

 

本節針對研究的結果，並針對此一結果進行討論與分析相關文獻資料。茲分

別說明如下： 

 

(一)關於大學生情緒調節、調節焦點、樂觀與創造力現況 

 

在大學生情緒調節之現況分析中，本研究(N=909)顯示在情緒調節的四點量

表中，大學生的重新評估平均數為 3.04(＞2.5)；壓抑的平均數為 2.49(＜2.5)；在

沉著冷靜的平均數為 3.06(＞2.5)。根據此一研究結果顯示，國內大學生在面對問

題情境時傾向使用重新評估與沉著冷靜的策略來因應，而比較少使用壓抑的策

略。在 Gross and John (2003)以 1483位大學生的研究結果顯示，以七點量表測量

出重新評估的平均數為 4.605(＞4)，壓抑的平均數為 3.39(＜4)。我們可以從中發

現，不管在國內或國外重新評估均高於量表的中位數，而壓抑均低於量表的中位

數。由此可知，一般大學生都會傾向使用認知評估而非情緒壓抑來面對問題。 

 

在大學生調節焦點的四點量表之現況分析中，大學生的求成取向平均數為

3.06(＞2.5)；避敗取向的平均數為 2.57(＞2.5)。根據此一研究結果顯示，國內大

學生在面對目標時，比較傾向追求成功而非避免失敗。在 Lockwood , Jordan and 



Kunda (2002)以 704位大學生的研究結果顯示，以九點量表測量出求成取向的平

均數為 6.90(＞5)，避敗取向的平均數為 5.31(＞5)。我們可以從中發現，不管在

國內或國外的求成取向與避敗取向均高於量表的中位數。由此可知，一般大學生

一方面想要追求成功，另一方也有避免失敗的行為。如果就目標的設定而言，追

求成功是一種想要達成目標的積極心態，那麼避免失敗可以算是一種想要達成目

標的消極心態。對個體來說，不管達成目標的途徑如何，最終極的目的也是想要

完成任務，因此我們認為個體在面對問題是可能會同時擁有求成與避敗的心態。 

 

在大學生樂觀的四點量表之現況分析中，大學生的樂觀傾向平均數為

3.03(＞2.5)；樂觀增長信念的平均數為 3.34(＞2.5)；在樂觀固定信念的平均數為

2.37(＜2.5)；樂觀影響力的平均數為 3.50(＞2.5)。根據此一研究結果顯示，國內

大學生普遍來說是樂觀的，也比較認為樂觀是可以隨著時間與環境改變而非樂觀

是固定不變的，而且相信樂觀會影響其日常生活。在何家齊(民 87)以 390位大學

生的研究結果顯示，以中文版的 LOT-R五點量表(0.1.2.3.4)測量出樂觀傾向的平

均數為 2.12(＞2)。我們可以從中發現，國內的大學生樂觀程度均高於量表的中

位數。由此可知，國內大學生都還算樂觀。另外就樂觀信念與樂觀影響力的部分，

研究者認為鑒於國內憂鬱指數的提高，既然多數大學生都認為樂觀是可以改變，

並影響其生活。因此，教育的過程就是一個有力的出發點。 

 

在大學生創造力的四點量表之現況分析中，大學生的創新行為平均數為

2.78(＞2.5)；創造力自我效能的平均數為 2.80(＞2.5)。而根據此一研究結果顯示，

國內大學生普遍來說是具有創新行為，並具有不錯的創造力自我效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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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教育部也正在推

動「創造力教育中程計畫」，整個社會風氣多少也會影響個體的自我評估。現在

的課堂中，教師逐漸地被要求創意教學，學生被要求展現創意作業，這都是全民

創意生活的前奏。 



 

(二)關於人口變項與樂觀的關係 

 

在性別與樂觀變項之差異比較中，在樂觀傾向方面，男女生沒有顯著的差

異，假設【1-1】並沒有得到支持。此研究結果與何家齊(民 87)以 390位大學生

的研究結果一致而與西班牙的研究中發現女性相對於男性是比較樂觀(Docampo, 

2002)的結果不一致。除此之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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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

是否為文化上的差異或是單純是測量方式的差異還有待未來研究進一步加以探

討。另外，女生相對於男生更同意樂觀會隨著週遭環境的人、事、物變遷而有所

改變，並且更同意樂觀會影響到其日常生活，這樣的結果支持假設【1-2】與假

設【1-3】。顯示女生相對於男生對樂觀此一概念比較具有開放的心胸。 

 

在年級與樂觀變項之差異比較中，在樂觀傾向方面，各年級沒有顯著的差

異。此研究結果與何家齊(民 87)以 390位大學生的研究結果一致。在樣本地區與

樂觀變項之差異比較中，在樂觀增加信念方面，南區顯著高於北區的學生；在樂

觀固定信念方面，南區與中區顯著高於北區的學生。顯然南區相對於北區的大學

生同時存在樂觀是可以改變與樂觀是不可改變的矛盾心態，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發

現，至於是因為抽樣的誤差或是南部地區特有的現象，則有待未來研究進一步加

以探討。 

 

在就讀學院與樂觀變項之差異比較中，在樂觀傾向方面，工學院顯著高於藝

術與體育學院的學生。研究者推測也許是因為藝術與體育學院的學生相對於工學

院的學生對於未來的前景比較沒有信心，在一片科技產業的社會型態下，工學院

的學生比藝術與體育學院的學生更是充滿希望。在學校性質與樂觀變項之差異比

較中，在樂觀傾向、樂觀增長信念、樂觀固定信念、樂觀影響力方面，公私立的



學生均沒有顯著的差異。顯然，公私立學校的大學生在樂觀上並沒有顯著差異。 

 

(三)關於學業成績與樂觀的關係 

 

在學業成績與樂觀之相關分析中，樂觀影響力與學業成績呈現很微弱且顯著

的正相關(γ＝.076)，這樣的結果支持假設【2-3】。這意味著個體越相信樂觀會影

響其日常生活，其學業成績會越高。但是在樂觀傾向、樂觀信念與大學生的學業

成績卻無顯著的關聯性，假設【2-1】與假設【2-2】並沒有得到支持。這樣的研

究結果與一項針對日本學生的研究中發現不一致，該研究認為樂觀的確會影響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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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也有研究證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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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猜測一方面有可

能是因為樂觀也許會帶人們有正向的結果預期，但它不像「希望理論」一樣具備

解決問題的途徑；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問卷中的學業成績採自陳式的填答，我們

無法確保這樣的自陳答案是否真實，因此若能夠取得真實的學業成績，也許會有

不一樣的結果。 

 

(四)關於情緒調節、調節焦點與樂觀的關係 

 

1. 情緒調節與樂觀之相關分析： 

 

在重新評估方面，大學生的重新評估與樂觀傾向中的勇於面對挫折呈顯著正

相關(γ＝.360)、正向結果預期呈顯著正相關(γ＝.376)，並與樂觀傾向總量表亦呈

顯著正相關(γ＝.416)，假設【3-1】得到支持；與樂觀信念的增長信念呈顯著正

相關(γ＝.283)，但卻與樂觀的固定信念沒有顯著的相關，這樣的結果假設【3-2】

得到部份支持；與樂觀影響力呈顯著正相關(γ＝.388)，假設【3-3】得到支持。 



 

在壓抑方面，大學生的壓抑行為與樂觀傾向中的勇於面對挫折呈顯著正相關

(γ＝.134)，而與正向結果預期卻無顯著相關，且與樂觀傾向總量表呈顯著正相關

(γ＝.067)，假設【3-4】未得到支持；與樂觀信念的增長信念呈顯著負相關(γ＝-.093)

但與樂觀的固定信念呈顯著正相關(γ＝.131)，假設【3-5】得到支持；與樂觀影

響力呈顯著負相關(γ＝-.094)，假設【3-6】得到支持。 

 

在沉著冷靜方面，大學生的重新評估與樂觀傾向中的勇於面對挫折呈顯著正

相關(γ＝.448)、正向結果預期呈顯著正相關(γ＝.260)，並與樂觀傾向總量表亦呈

顯著正相關(γ＝.423)，假設【3-7】得到支持；與樂觀信念的增長信念呈顯著正

相關(γ＝.176)但與樂觀的固定信念呈顯著負相關(γ＝-.073)，假設【3-8】也得到

支持；與樂觀影響力呈顯著正相關(γ＝.273)，假設【3-9】亦獲得支持。 

 

我們就 Gross與 John (2003)原始的重新評估觀點出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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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我們研究

中的重新評估與沉著冷靜的確也與樂觀傾向呈現顯著正相關，這樣的結果呼應了

Gross與 John (2003)的研究中認為重新詮釋可以用來測量樂觀，也呼應了 Gillhan

等人(2002)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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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外，重新評估者被預期會比較幸福、生活滿意、樂觀與不沮喪(Gross & John, 

2003)。甚至 Scheier等人(2002)針對樂觀做了一系列研究，發現樂觀者會正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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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結果

都可以呼應我們研究中重新評估、沉著冷靜與樂觀之間的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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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結果與我們的研究結果有些差異。在我們的研究中，壓抑方



面，大學生的壓抑行為與樂觀傾向總量表呈顯著的微弱正相關，研究者推測一方

面可能是樂觀傾向中勇於面對挫折與壓抑呈現正相關，而雖與正向結果預期呈現

負相關卻未達顯著，造成在合併上產生微弱的正相關。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中西文

化上的差異，在西方比較開放的社會風氣中，相較於國內較傳統的保守心態下的

壓抑表現會有不同形式的解讀或不同程度上的差異。 

 

2. 調節焦點與樂觀之相關分析： 

 

在求取成功方面，大學生的求成取向與樂觀傾向中的勇於面對挫折呈顯著正

相關(γ＝.407)、正向結果預期呈顯著正相關(γ＝.209)，並與樂觀傾向總量表亦呈

顯著正相關(γ＝.366)，這樣的結果假設【4-1】得到支持，也證實了當初我們假

設樂觀是一種結果的正向預期，而求成的個體趨向符合想要的結果算是一種樂觀

的表現；與樂觀信念的增長信念呈顯著正相關(γ＝.335)，而樂觀的固定信念與求

成取向沒有顯著的相關，因此假設【4-2】得到部份支持；與樂觀影響力呈顯著

正相關(γ＝.424)，表示假設【4-3】得到支持。 

 

在避免失敗方面，大學生的避敗取向與樂觀傾向中的勇於面對挫折呈顯著負

相關(γ＝-.095)、正向結果預期呈顯著負相關(γ＝-.199)，並與樂觀傾向總量表亦

呈顯著負相關(γ＝-.181)，假設【4-4】得到支持；與樂觀信念的固定信念呈顯著

正相關(γ＝.171)，但樂觀的增長信念則無顯著相關，表示假設【4-5】得到部份

支持；與樂觀影響力與避敗取向沒有顯著的相關，而假設【4-6】未得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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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抗負向的結果出

現。這樣的結果與本研究中求成取向與正向結果預期呈現正相關而避敗取向與勇

於面對挫折呈現負相關不謀而合。其中樂觀影響力與避敗取向沒有顯著的相關的



原因，研究者推測是因為個體若採取避免失敗的心態面對問題時，也許樂觀在其

生活中並非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也就是個體比較傾向消極的因應問題，而非正

向積極的面對挑戰，相對來說也許樂觀影響其生活的層面也就比較低。同樣地，

在樂觀的增長信念與避敗方面應該也有相同的軌跡可循。 

 

3. 情緒調節、調節焦點對樂觀之迴歸分析： 

 

以多元迴歸分析法，投入情緒調節的重新評估、壓抑、沉著冷靜與調節焦點

的求成取向、避敗取向來預測樂觀傾向。其中情緒調節中的重新評估、壓抑、沉

著冷靜對樂觀傾向具有正向的預測力。另外在調節焦點方面，求成取向對樂觀傾

向具有正向的預測力，此一結果與 Hasan (2002)的研究中經過多元回歸分析後發

現速度與時間壓力與「想要成功」對樂觀具有顯著預測力的結果一致；而避敗取

向則對樂觀傾向具有負向的預測力。整體而言，投入五個變項預測樂觀傾向的整

體解釋力為 32.2%，並達.01顯著水準。 

 

在情緒調節的重新評估、沉著冷靜與調節焦點的求成取向、避敗取向的研究

結果均符合原本理論基礎。唯情緒調節中的壓抑行為顯然有異於我們直觀的想

法，壓抑者應該比較是情緒的控制，也就相對來說比較沒有開闊的心胸去接納新

事物，而研究結果卻出現壓抑對樂觀有正向預測力。研究者猜測也許是樂觀傾向

中的勇於面對挫折有一部份需要個體自行承擔困境的壓力，而這樣的過程似乎需

要一點點容忍挫折的耐力，而我們猜測這是造成壓抑行為對樂觀程度具有微量的

正向預測力的因素。 

 

(五)關於樂觀與創造力的關係 

 

1. 樂觀與創造力之相關分析： 



 

在樂觀傾向方面，大學生的勇於面對挫折與創造力中的創新行為呈顯著正相

關(γ＝.392)、創造力自我效能呈顯著正相關(γ＝.381)；而大學生的正向結果預期

與創造力中的創新行為呈顯著正相關(γ＝.236)、創造力自我效能呈顯著正相關(γ

＝.263)。另外在樂觀傾向總量表中亦顯示與創新行為呈顯著正相關(γ＝.375)、創

造力自我效能呈顯著正相關(γ＝.387)，此一結果顯示假設【5-1】與假設【5-4】

均獲得支持。樂觀傾向與創新行為呈顯著正相關，而這樣的結果和 Chang與

Farrehi (2001)的研究中證實樂觀與理性訊息處理風格中的創意思考有顯著相關

是一致的。另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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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創造力的確需要很多的包容、彈性與開放

的經驗。在我們的研究中創造力自我效能與勇於面對挫折、正向結果預期均呈現

顯著正相關，而 Tierney與 Farmer (2002)的研究中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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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現象也說明了我們研究中樂觀與創造力自我效能的關

聯性。 

 

在樂觀信念方面，大學生的樂觀增長信念與創造力中的創新行為呈顯著正相

關(γ＝.136)、創造力自我效能呈顯著正相關(γ＝.129)；而大學生的樂觀固定信念

與創造力中的創新行為、創造力自我效能則沒有顯著相關，這樣的結果顯示假設

【5-2】與假設【5-5】獲得部份的支持。 

 

在樂觀影響力方面，大學生的樂觀影響力與創造力中的創新行為呈顯著正相

關(γ＝.182)、創造力自我效能呈顯著正相關(γ＝.194)，表示假設【5-3】與假設【5-6】

均獲得支持。 

 

在樂觀信念與樂觀影響力中，我們的研究發現果然個體越傾向相信樂觀是可



以改變與樂觀會影響其日常生活者越有創新行為，也越認為自己具有創造力效

能。在樂觀增長信念中，個體比較能相信樂觀可以隨著時間與環境改變；在樂觀

影響力中，個體也認同樂觀影響其生活的可能性，這都顯示出個體越是具開放的

心胸也就越有創造力的特質。 

 

2. 樂觀對創造力之迴歸分析： 

 

在創新行為的方面，以多元迴歸分析法，投入樂觀傾向的勇於面對挫折、正

向結果預期與樂觀增長信念、固定信念以及樂觀影響力來預測個體的創新行為。

其中樂觀傾向的勇於面對挫折、正向結果預期與樂觀增長信念對創新行為具有正

向的預測力。另外在樂觀固定信念與樂觀影響力對創新行為則沒有顯著的預測

力。整體而言，投入五個變項預測創新行為的整體解釋力為 17.4%，並達.01顯

著水準。 

 

在樂觀傾向中的勇於面對挫折、正向結果預期與樂觀信念的增長信念均符合

原本理論基礎。唯樂觀固定信念對創新行為具負向預測力與樂觀影響力對創新行

為具正向預測力，但均沒有達顯著的水準。根據前節中樂觀固定信念與創新行為

的相關並不達顯著，因此研究者推測也許是樂觀固定信念與創新行為的關聯性較

微弱，因此雖具負向關聯但無法有效預測創新行為。另外，就樂觀影響力無法彰

顯的因素，研究者推測應該是個體認為樂觀可以影響其日常生活，但無法確保這

樣的影響力可以直接對創新行為的實踐有所幫助，也就說當我們用創新行為當效

標時，能夠有效預測創新行為的指標可能還有其他變項尚待發掘。 

 

在創造力自我效能方面，以多元迴歸分析法，投入樂觀傾向的勇於面對挫

折、正向結果預期與樂觀增長信念、固定信念以及樂觀影響力來預測個體的創造

力自我效能。其中只有樂觀傾向的勇於面對挫折、正向結果預期對創造力自我效



能具有正向的預測力。另外在樂觀信念中的增長信念、固定信念與樂觀影響力對

創造力自我效能則沒有顯著的預測力。整體而言，投入五個變項預測創造力自我

效能的整體解釋力為 17.3%，並達.01顯著水準。 

 

在樂觀傾向中的勇於面對挫折、正向結果預期符合原本理論基礎。唯樂觀增

長信念、固定信念與樂觀影響力均對創造力自我效能具有正向預測力，但均沒有

達顯著的水準。根據前節中樂觀固定信念與創造力自我效能的相關並不達顯著，

因此研究者推測也許是樂觀固定信念與創造力自我效能的關聯性較微弱，因此無

法有效預測創造力自我效能。另外，就樂觀增長信念與樂觀影響力無法彰顯的因

素，研究者推測應該也是個體認為樂觀是會隨時間與環境變化並可以影響其日常

生活，但無法確保這樣的認知過程可以直接影響到個體對創造力的自我形象。 

 

(六)關於情緒調節、調節焦點、樂觀與創造力的關係 

 

1. 情緒調節、調節焦點、樂觀與創造力自我效能對創新行為之迴歸分析： 

 

以創新行為為依變項，以多元迴歸分析法，投入情緒調節、調節焦點、樂觀、

創造力自我效能與作業指標來預測個體的創新行為。其中沉著冷靜、求成取向、

創造力自我效能、創意作業喜歡、創意作業表現對創新行為具有正向的預測力，

而樂觀影響力與記憶作業喜歡則對創新行為具有負向的預測力。其餘變項則沒有

顯著的預測力。整體而言，投入十九個變項預測創新行為的整體解釋力為

68.3%，並達.01顯著水準。 

 

此處比較有趣的發現是記憶性作業的喜歡程度對創新行為顯然有反向的效

果，也就是記憶性作業的喜歡程度越高，對於創新行為的表現是有所阻礙的。另

外，與預期結果不同的是樂觀影響力。在理論假設中，我們預期樂觀影響力應該



會有利於創新行為的表現，但研究結果卻相反。研究者推測可能是投入變項過多

造成迴歸係數的不穩定狀況，於是改以精簡模式驗證情緒調節、調節焦點、樂觀

與創造力之迴歸模式。 

 

2. 情緒調節、調節焦點、樂觀與創造力迴歸方程式之最佳組合： 

 

在模式中以樂觀傾向的勇於面對挫折、情緒調節的沉著冷靜、調節焦點的求

成取向、創造力自我效能、作業指標中的創意作業喜歡與創意作業表現等六個為

自變項，創新行為為依變項，進行多元迴歸分析。各變項均對創新行為具有正向

的預測力。整個結果支持假設【6-1】、假設【6-4】、假設【6-6】、假設【6-9】，

而假設【6-2】、假設【6-3】、假設【6-5】、假設【6-7】與假設【6-8】均未獲得

支持。整體而言，投入六個變項預測創新行為的整體解釋力為 67.8%，並達.01

顯著水準。但基於精簡模式的概念，部分貢獻微弱的變項必須予以刪除，造成假

設九中很多變項無法進入迴歸方程式中，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為創造力自我效

能、作業指標中的創意作業喜歡與創意作業表現與創新行為的關係過高，以致於

在解釋創新行為的變異量上有獨占的情況，造成後續的變項的相對貢獻縮小。 

 

3. 情緒調節、調節焦點、樂觀與創造力之因果路徑分析 

 

本研究企圖建立情緒調節、調節焦點、樂觀與創造力之因果模式圖，整個模

式就如第四章第六節所呈現。就樂觀傾向而言，重新評估、壓抑、沉著冷靜、求

成取向與避敗取向等對樂觀傾向均屬正向效果，而避敗取向則為負向效果。除此

之外，就創造力而言，樂觀傾向對創造力有正向的效果，於是假設 10獲得支持。

唯我們預期壓抑對樂觀是負向影響力，但此一假設與模式相矛盾。研究者推測與

前述樂觀傾向中的勇於面對挫折與壓抑的正相關有相同的問題，也就是壓抑此一

變項在本研究對於樂觀傾向的影響中可能扮演的正向的角色。 



第二節 結論 

 

本節針對研究的結果與討論，提出本研究之結論。茲分別說明如下： 

 

(一)關於大學生情緒調節、調節焦點、樂觀與創造力現況 

 

1. 大學生情緒調節之現況分析：在重新評估的分量表中，大學生「還算同

意」在面對問題情境時，使用重新評估的策略來因應；在壓抑分量表中，

大學生「不太同意」在面對問題情境時，使用壓抑的策略來因應；在沉

著冷靜的分量表中，大學生「還算同意」在面對問題情境時，以沉著冷

靜的策略來因應。 

2. 大學生調節焦點之現況分析：在求取成功的分量表中，在面對目標時，

大學生「還算符合」追求成功的傾向；在避免失敗的分量表中，在面對

目標時，大學生「不太符合」避免失敗的傾向。 

3. 大學生樂觀傾向之現況分析：在勇於面對挫折的分量表中，大學生「還

算」勇於面對生活中的挫折；在正向結果預期的分量表中，大學生的結

果預期「還算」正向。就總量表而言，大學生普遍來說都「還算」樂觀。 

4. 大學生樂觀信念之現況分析：在增長信念的分量表中，大學生「還算同

意」樂觀是會隨著時間與環境而改變的；在固定信念的分量表中，大學

生「不太同意」樂觀是固定的，而且不會隨時間與經驗改變。 

5. 大學生樂觀影響力之現況分析：在樂觀影響力方面，大學生「還算同意」

樂觀對於其日常生活是具有影響力。 

6. 大學生創新行為之現況分析：在創新行為方面，大學生勉強「還算符合」

具有創新的行為。 

7. 大學生創造力自我效能之現況分析：在創造力自我效能方面，大學生勉



強「還算同意」自己具有創造力自我效能。 

 

(二)關於人口變項與樂觀的關係 

 

1. 性別與樂觀變項之差異比較： 

(1) 在樂觀傾向、樂觀固定信念方面，男女生沒有顯著的差異 

(2) 在樂觀增長信念、樂觀影響力方面，女生均顯著高於男生 

2. 年級與樂觀變項之差異比較： 

(1) 在樂觀傾向、樂觀增長信念、樂觀影響力方面，各年級沒有顯

著的差異 

(2) 在樂觀固定信念方面，大三顯著高於大四以上的學生 

3. 樣本地區與樂觀變項之差異比較 

(1) 在樂觀傾向、樂觀影響力方面，各地區沒有顯著的差異 

(2) 在樂觀增加信念方面，南區顯著高於北區的學生 

(3) 在樂觀固定信念方面，南區與中區顯著高於北區的學生 

4. 就讀學院與樂觀變項之差異比較 

(1)    在樂觀傾向方面，工學院顯著高於藝術與體育學院的學生 

(2)    在樂觀增長信念、樂觀固定信念、樂觀影響力方面，各學院沒

有顯著的差異    

5. 學校性質與樂觀變項之差異比較 

在樂觀傾向、樂觀增長信念、樂觀固定信念、樂觀影響力方面，公私

立的學生均沒有顯著的差異。 

 

(三)關於學業成績與樂觀的關係 

 

在學業成績與樂觀之相關分析中，樂觀影響力與學業成績呈現很微弱且顯著



的正相關(γ＝.076)。這意味著個體在樂觀影響力的得分越高，其學業成績也會較

高；也就是個體越相信樂觀會影響其日常生活，其學業成績會越高。但是在樂觀

傾向、樂觀信念與大學生的學業成績卻無顯著的關聯性。 

 

(四)關於情緒調節、調節焦點與樂觀的關係 

 

1. 大學生對問題情境越傾向重新評估者，比較勇於面對挫折、對未來比較

是正向結果預期、比較同意樂觀是會隨時間與環境改變、也比較相信樂

觀會影響其日常生活。 

2. 大學生對問題情境越傾向壓抑者，會比較勇於面對挫折、比較不同意樂

觀是會隨時間與環境改變而比較傾向同意樂觀是固定不變的、也比較不

相信樂觀會影響其日常生活。 

3. 大學生對問題情境越傾向沉著冷靜者，比較勇於面對挫折、對未來比較

是正向結果預期、比較同意樂觀是會隨時間與環境改變同時也比較不同

意樂觀是固定不變的、也比較相信樂觀會影響其日常生活。 

4. 大學生對目標焦點越傾向追求成功者，比較勇於面對挫折、對未來比較

是正向結果預期、比較同意樂觀是會隨時間與環境改變、也比較相信樂

觀會影響其日常生活。 

5. 大學生對目標焦點越傾向避免失敗者，比較不能勇於面對挫折、對未來

是比較低的正向結果預期、比較同意樂觀是固定不變的。 

6. 在多元迴歸模式中，情緒調節中的重新評估、壓抑、沉著冷靜對樂觀傾

向具有正向的預測力。 

7. 在多元迴歸模式中，求成取向對樂觀傾向具有正向的預測力，而避敗取

向則對樂觀傾向具有負向的預測力。 

 

(五)關於樂觀與創造力的關係 



 

1. 大學生越勇於面對挫折、對未來越抱持正向結果預期者，創新行為會比

較多、也有比較高的創造力自我效能。 

2. 大學生越同意樂觀是隨時間與環境改變者，其創新行為會比較多，也有

比較高的創造力自我效能。 

3. 大學生越相信樂觀是會影響其日常生活者，其創新行為會比較多，也有

比較高的創造力自我效能。 

4. 在多元迴歸模式中，樂觀傾向的勇於面對挫折、正向結果預期與樂觀增

長信念對創新行為具有正向的預測力。 

5. 在多元迴歸模式中，樂觀固定信念與樂觀影響力對創新行為則沒有顯著

的預測力。 

6. 在多元迴歸模式中，樂觀傾向的勇於面對挫折、正向結果預期對創造力

自我效能具有正向的預測力。 

7. 在多元迴歸模式中，樂觀信念中的增長信念、固定信念與樂觀影響力對

創造力自我效能則沒有顯著的預測力。 

 

(六)關於情緒調節、調節焦點、樂觀與創造力的關係 

 

1. 在最佳預測迴歸模式中，樂觀傾向的勇於面對挫折對創新行為具有正向

的預測力。 

2. 在最佳預測迴歸模式中，情緒調節的沉著冷靜對創新行為具有正向的預

測力。 

3. 在最佳預測迴歸模式中，調節焦點的求成取向對創新行為具有正向的預

測力。 

4. 在最佳預測迴歸模式中，創造力自我效能對創新行為具有正向的預測

力。 



5. 在最佳預測迴歸模式中，作業指標中的創意作業喜歡對創新行為具有正

向的預測力。 

6. 在最佳預測迴歸模式中，作業指標中的創意作業表現對創新行為具有正

向的預測力。 

7. 在因果路徑分析中，重新評估、壓抑、沉著冷靜與求成取向對樂觀傾向

為正向效果，而避敗取向對樂觀傾向則為負向效果。 

8. 在因果路徑分析中，樂觀傾向對創造力為正向效果。 

 

 

 

 

 

 

 

 

 

 

 

 

 

 

 

 

 

 

 



第三節 建議 

 

根據本研究的發現與結論，提出以下建議以供未來研究與教學輔導之參

考： 

 

(一)對諮商與教育人員之建議 

 

1. 推動認知評估的策略 

 

本研究發現大學生對問題情境越傾向認知評估者(包括重新評估與沉著冷

靜)，比較勇於面對挫折、對未來比較是正向結果預期，當然相對來說也是比較

樂觀。研究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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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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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我們在面對問題情境時，

如果善用認知評估的策略對其生理與心理都有所助益。更何況使用認知評估的者

會比較樂觀，而 Segerstrom, Taylor, Kemeny與 Fahey (1998)則認為樂觀與好心情

是有所關聯的。因此在面對困境時，諮商與教育人員必須幫助個案「停、看、聽」，

停下腳步思考該如何做、觀看週遭的環境該怎麼應對、傾聽自己內心的聲音。 

 

2. 重視追求成功的歷程 

 

追求成功的認同在大學生活中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不管學業、社團、愛情都

是在這個羽翼下發展。而我們的研究中發現大學生對目標焦點越傾向追求成功

者，比較勇於面對挫折、對未來比較是正向結果預期。相對的，如果對目標焦點

越傾向避免失敗者，比較不能勇於面對挫折、對未來是比較低的正向結果預期。



由此可知，追求成功的過程讓個體變的比較樂觀。Shah與 Higgins (2001)在一項

研究中發現個體在求成焦點中成功，會產生有關快活的情緒，像是快樂和滿足；

但是若在避敗焦點中成功，會產生有關沉默的情緒，像是冷靜和放鬆。很多時候

我們在面對嫌惡的工作時，比較會使用消極的避免失敗來因應，但是如果改由正

向的心態來追求目標時，我們相信所獲得的意義是不同的，也因為如此在追求成

功的過程才能享受自我實現的感動，而非達成目標的一種責任。Seligman的

「Authenetic Happiness─真實的快樂」著作中提到「愉悅的生活」就是來自成功

追求與放大正向感覺的技術(洪蘭，民 92)。 

 

3. 培養學生樂觀的心態 

 

本研究發現大學生越勇於面對挫折、對未來越抱持正向結果預期者，創新行

為會比較多、也有比較高的創造力自我效能。除此之外，樂觀者有很多好處，例

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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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證實樂觀對於失業的問題因應是一項重要的資源

(Lai, & Wong, 19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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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berg (1997)認為樂觀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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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等。除此之外，國內研究發現國中生樂觀與學校生活適應呈顯著正相關(丁明潔，

民 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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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樂觀與果個體生活適應歷程有正向關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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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多項好處與理由，諮商與教育人員有必要幫

助學生培養樂觀的心態，而且多數的大學生均同意樂觀是可以隨時間與環境而有

所改變，這更是教育人員應該積極面對的工作。 



 

4. 營造創意效能的氛圍 

 

本研究的最終目的是要影響學生的創新行為，那麼在整個教育過程中，我們

所需要投注的力量就是正向的情緒、正向的行為、正向的態度。其中正向的情緒

處理就是使用重新評估的策略來解釋當下衝擊的情境，以非情緒化的方式，甚至

是採取問題焦點來因應，而非抑制情緒的表達；正向的行為便是以積極的追求成

功為目標，而非消極的只想避免失敗；正向的態度就是一顆樂觀的心，對未來充

滿希望的期待，以及對週遭懷抱開放的心胸。最後，教育人員必須營造一個創意

效能的氛圍，並培養學生的創意態度，讓學生可以在安全的環境中表達突發奇想

的念頭，而這些點點滴滴都有助於個體在生產與實踐創意的歷程。 

 

(二)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1. 研究方法之設計 

 

本研究採取問卷調查法蒐集大學生的情緒調節、調節焦點、樂觀與創造力的

現況與態度，在設計上雖不夠完備，但仍可一窺現階段大學生的樣貌。縱然有些

訊息未能充分掌握，若有機會進行質性研究，例如：焦點團體訪談等，不失為一

個深入了解大學生的研究方法。除此之外，若採取實驗法來操弄變項，也許在真

實情境下的表現會與問卷調查的方式有不一樣的發現。 

 

2. 統計方法之延伸 

 

態度量表向來受到不少測量誤差的質疑，若改用模糊統計來計算每個題目的

權重，也就是說造成題目的相對貢獻不完全相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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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以試題反映理論(Item Respond Theory：IRT)

中的一個參數對數型模式(One–Parameter Logistic Model，也稱 Rasch Model)也可

以用來估計受試者的真實分數，而這樣的過程應該也會是一個有很趣的處理方

式。同時也可以藉此比較各統計方法上的差異。 

 

3. 研究變項之探討 

 

本研究以創造力為依變項，其中造成創造力自我效能與創新行為，除了情緒

調節、調節焦點與樂觀應該還存在其他有趣的變項。未來可進一步探討造成高創

造力自我效能與高創新行為的相關因素。再者，記憶作業的喜歡程度對創新行為

造成負向的預測力也有待進一步探討。同時，對於樂觀與學業成績的關聯性也可

以針對實際學期成績進一步去探討。最後，若以樂觀為依變項，除了情緒調節與

調節焦點的心理因素外，環境因素的考量或是生理基因的問題都有待未來的研究

持續的探討，包括像是基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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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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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後續研究可以進一步去深入

探討。 

 

4. 研究對象之範圍 

 

本研究針對大學生進行研究，國內樂觀的研究還是很缺乏。一個國內針對國

中生樂觀傾向的研究中發現，國中生樂觀偏低而悲觀偏高(丁明潔，民 92)。因此

未來可以針對中小學學生或成人進行研究，從中了解各年齡階層的情況。再者，



本研究中，南部地區的受試者對於樂觀改變與否有所矛盾的現象，實際情況還需

要進一步的研究與探討。根據衛生署近期公布的「國人憂鬱指數調查」，女性的

憂鬱現象比男性更甚之，因此男女生在樂觀的差異上也可以進一步的探討。 

 

5. 研究工具之修飾 

 

本研究鑒於國內沒有適合的樂觀量表，因此從開放問卷蒐集樂觀傾向到編制

預試問卷與正式問卷的過程，算是對樂觀研究的一點貢獻。除此之外，也針對情

緒調節、調節焦點、創造力自我效能進行翻譯與修訂，經過預試問卷的因素分析

與正式問卷的驗證性因素分析，建立出比較具說服力的測量工具。但一方面因為

研究者本身能力有限，另一方面也因為時間的限制。本研究所使用的量表結構上

還需要進一步的修飾，包括建立更佳的信度以及讓研究社群可以廣為使用的外在

效度，這些都需要未來不斷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