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分析 

 

本章共分為六節，第一節為大學生的演說焦慮現況，第二節為大學生的情緒

調節、幽默感、創造力與職業選擇之現況，第三節為人口變項在演說焦慮上之差

異，第四節為演說焦慮、情緒調節、幽默感、創造力與職業選擇的關係，第五節

為演說焦慮、情緒調節、幽默感、創造力與職業選擇的典型相關分析，第六節為

演說焦慮、情緒調節、幽默感、創造力與職業選擇的迴歸分析。 

 

第一節  大學生的演說焦慮現況 

     

本節主要是根據問卷之統計結果來分析大學生的演說焦慮現況。針對各分量

表的平均數、標準差及因素、題目排行來探討現今大學生在各變項上的反應情形。 

 

一、演說焦慮感受方面 

     

    演說焦慮感受量表的作答方式是採 Likert’s四點量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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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就因素而言 

 

    由表 22可知，在身心焦慮方面，平均數Μ= 2.75，顯示大學生對於在演說時

會在身體或心理上出現焦慮的症狀是介於「不太同意」與「還算同意」之間，但

較偏向「還算同意」；在準備不足方面，平均數Μ= 3.14，意即大學生「還算同意」

自己在演說中感到焦慮是因為準備不足而造成的。若以量表的總分來看，其單題

的平均數Μ= 2.94，顯示大學生認為自己在演說時會有焦慮的感受是介於「不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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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與「還算同意」之間，但較偏向「還算同意」。而大學生在演說焦慮感受

的因素排行依序為：(1)準備不足、(2)身心焦慮。 

 

表 22. 大學生「演說焦慮感受」排行表(就因素而言) 
排行 因   素 題數 平均數 標準差 人數

1 準備不足 6 3.14 .54 863

2 身心焦慮 6 2.75 .58 863
 量表總分 12 2.94 5.95 863

 

(二)就題目而言 

 

由表23可知，全體大學生最常經驗到的前五種演說焦慮感受依序為：(1) 我

會因為在沒有準備的情況下就必須上台而感到焦慮。(2)我會因為對報告內容瞭

解不足，尚未抓住重點而感到焦慮。(3)我會因為準備不足而感到焦慮。(4)我會

害怕自己講不好或出糗。(5)我會因為經驗太少或訓練太少而感到焦慮。前五名

中除了第四名是屬於「身心焦慮」這個因素之外，其他都屬於「準備不足」這個

因素。 

 

表 23. 大學生「演說焦慮感受」排行表(就題目而言) 
排行 題                  目 平均數 標準差 人數

1 11.我會因為在沒有準備的情況下就必須上台而感到焦慮。 3.30 .74 863

2 12.我會因為對報告內容瞭解不足，尚未抓住重點而感到焦慮。 3.29 .66 863
3 7.我會因為準備不足而感到焦慮。 3.25 .70 863
4 3.我會害怕自己講不好或出糗。 3.03 .69 863
5 8.我會因為經驗太少或訓練太少而感到焦慮。 3.02 .79 863
6 10.我會因為認為自己專業不足而感到焦慮。 2.93 .73 863
7 9.我會因為主觀覺得演講場合氣氛緊張而感到焦慮。 3.22 .72 863
8 6.我說話的聲音會發抖、或是音調提高、說話速度加快。 2.90 .75 863
9 1.我的身體會冒汗或是感到渾身不自在。 2.72 .79 863

10 4.我會感到不知所措、胡言亂語、辭不達意。 2.64 .79 863
11 5.我會覺得頭腦一片空白。 2.58 .83 863
12 2.我會產生自責、挫折、失去信心…等負面情緒。 2.43 .80 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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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演說焦慮因應方面 

 

演說焦慮因應量表的作答方式是採 Likert’s四點量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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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就因素而言 

 

    從表 24中可知，在事前準備方面，平均數Μ= 3.07，意即大學生「還算同意」

自己會在演說前做好準備以降低焦慮；在消極因應方面，平均數Μ= 2.33，意即

大學生對於演說時採用消極因應是介於「不太同意」與「還算同意」之間，但較

偏向「不太同意」；在坦然自處、不理觀眾方面，平均數Μ= 2.38，意即大學生會

採取對觀眾態度不予理會的方式來減輕自己的焦慮是介於「不太同意」與「還算

同意」之間，但較偏向「不太同意」；在認知行為策略方面，平均數Μ= 3.16，意

即大學生「還算同意」自己會用從容不迫的方式降低焦慮；在互動、幽默方面，

平均數Μ= 2.61，意即大學生對於演說時與台下互動，或是說些笑話來減輕焦慮

是介於「不太同意」與「還算同意」之間，但較偏向「還算同意」。而大學生在

演說焦慮感受的因素排行依序為：(1)認知行為策略、(2)事前準備、(3)互動幽默、

(4) 坦然自處不理觀眾、(5) 消極因應。 

 

表 24. 大學生「演說焦慮因應」排行表(就因素而言) 
排行 因      素 題數 平均數標準差 人數

1 認知行為策略 5 3.16 .42 863

2 事前準備 5 3.07 .48 863
3 互動幽默 4 2.61 .53 863
4 坦然自處不理觀眾 2 2.38 .59 863
5 消極因應 2 2.33 .66 863
 量表總分 18 2.87 .34 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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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就題目而言 

 

由表 25可知，全體大學生最常運用到的前五種演說焦慮因應方式依序為：

(1)我會在事前多蒐集資料。(2)我會儘量避開自己準備不足的部份，多講有準備

的地方。(3)我會穿著適當。(4)我會儘量保持鎮定，按照自己的進度循序漸進。

(5)我會在事前多練習。前五名中，第一名、第三名和第五名是屬於「事前準備」

這個因素，第二名和第四名是屬於「認知行為策略」這個因素。 

 

表 25. 大學生「演說焦慮因應」排行表(就題目而言) 
排行 題                  目 平均數 標準差 人數

1 16.我會在事前多蒐集資料。 3.30 .58 863

2 9.我會儘量避開自己準備不足的部份，多講有準備的地方。 3.29 .61 863
3 12.我會穿著適當。 3.27 .61 863
4 2.我會儘量保持鎮定，按照自己的進度循序漸進。 3.25 .58 863
5 15.我會在事前多練習。 3.13 .70 863
6 1.我會深呼吸來減低焦慮或緊張。 3.11 .70 863
7 13.我會不斷在心裡告訴自己：我一定可以辦到。 3.11 .67 863
8 8.我會自我肯定，告訴自己不要緊張。 3.04 .60 863
9 10.我會換個角度看事情。 2.88 .69 863

10 17.我會在事前先想好別人可能會提出的問題。 2.83 .76 863
11 14.我會努力讓自己變成該演說主題的專家。 2.80 .77 863
12 3.當我感到焦慮，我會減慢說話速度。 2.62 .80 863
13 11.我會說笑話，幽默一番，以抒緩緊張。 2.48 .81 863
14 5.我會因為感到焦慮而草率結束、講完匆匆下台。 2.47 .80 863
15 4.我會與台下進行互動、提問題請聽眾回答來降低焦慮。 2.47 .86 863
16 7.我會儘量把台下聽眾當做不存在。 2.45 .77 863
17 6.我會坦然自處，不理觀眾的反應。 2.30 .64 863
18 18.我無法處理我的焦慮。 2.19 .78 863

 

三、在演說焦慮經驗影響方面 

 

演說焦慮經驗影響量表的作答方式是採 Likert’s四點量表，「1」代表非常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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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2」代表不太同意，「3」代表還算同意，「4」代表非常同意。 

 

(一)就因素而言 

 

由表 26中可知，在自信反省方面，平均數Μ= 3.19，意即大學生「還算同意」

在演講後會反省自己的表現；在逃避演說方面，平均數Μ= 2.64，意即大學生在

焦慮演講後會逃避演說是介於「不太同意」與「還算同意」之間，但較傾向「還

算同意」；在充份準備方面，平均數Μ= 3.22，意即大學生「還算同意」在演說前

進行充份的準備；在聽眾導向方面，平均數Μ= 2.97，意即大學生對於演說時以

聽眾需求為考量是介於「不太同意」與「還算同意」之間，但較傾向「還算同意」。

而大學生在演說焦慮感受的因素排行依序為：(1)充份準備、(2)自信反省、(3)聽

眾導向、(4)逃避演說。 

 

表 26. 大學生「演說焦慮經驗影響」排行表(就因素而言) 
排行 因     素 題數 平均數 標準差 人數

1 充份準備 5 3.22 .45 863

2 自信反省 9 3.19 .44 863
3 聽眾導向 2 2.97 .61 863
4 逃避演說 4 2.64 .57 863
 量表總分 20 3.01 .36 863

 

(二)就題目而言 

 

由表27可知，全體大學生最常出現的前五種演說焦慮經驗影響依序為：(1)

我會事前列出要報告的要點。(2)我知道經驗累積的重要性，進而增加自己的經

驗。(3)我會提醒自己不要重蹈覆轍，犯過的錯不再犯。(4)以後在演說前，我會

做最充份的準備。(5)我知道說話要搞清楚前因後果。前五名中，第一名、第四

名和第五名是屬於「充份準備」這個因素，第二名和第三名是屬於「自信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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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因素。 

 

表 27. 大學生「演說焦慮經驗影響」排行表(就題目而言) 
排行 題                  目 平均數 標準差 人數

1 13.我會事前列出要報告的要點。 3.32 .62 863

2 5.我知道經驗累積的重要性，進而增加自己的經驗。 3.32 .62 863
3 6.我會提醒自己不要重蹈覆轍，犯過的錯不再犯。 3.27 .58 863
4 3.以後在演說前，我會做最充份的準備。 3.25 .59 863
5 14.我知道說話要搞清楚前因後果。 3.25 .61 863
6 8.我會培養膽量和信心，並訓練自己臨場應變能力。 3.24 .62 863
7 2.我會做事後反省，若覺得自己已盡全力，就會順其自然。 3.19 .60 863
8 10.我會徹底了解演說內容。 3.19 .64 863
9 4.我對自己的優缺點更瞭解，進而發揮自己的優點來讓自己以
後表現得更好。 3.18 

 
.62 863

10 9.我會多觀摩別人的演說，學習演說的技巧。 3.18 .67 863
11 16.我會注意一個好的演說者會有哪些特質。 3.17 .67 863
12 7.我會更肯定自己，要對自己有信心。 3.13 .61 863
13 15.我會努力去了解什麼是觀眾想聽的。 3.09 .64 863
14 12.我會找個吸引人的題目。 3.09 .67 863
15 1.我會愈來愈不怯場，慢慢克服了在眾人面前發言的恐懼。 3.08 .60 863
16 18.我會重新確認自己是適合上台或是只能從事幕後工作。 2.95 .76 863
17 11.我會爭取機會，尤其對自己有自信的話題。 2.85 .76 863
18 19.我不會對自己預設太高的期望。 2.76 .78 863
19 17.我對公開演說沒有信心，對於專業性很高的報告更加害怕。 2.73 .83 863
20 20.我會開始逃避演說，並為自己找合理的藉口。 2.11 .81 863

 

四、基本資料中與演說焦慮相關的題目 

 

   本研究除了根據問卷中各量表的填答結果進行分析之外，也在樣本基本資料

的部份放入幾題與演說焦慮相關的題目，讓填答者依自己的狀況做選擇。表 28

為各題選填人數的分佈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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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基本資料中與演說焦慮相關之問題 
題      目 選      項 人數 百分比

1.在求學時期，如果需要上台進
行口頭報告，當您在報告時感

到焦慮，您認為您該科學業總

成績會如何？ 

(1)提高      
(2)不變      
(3)降低      
(4)不受影響  

74人 
163人 
457人 
165人 

9%
19%
53%
19%

2.在經歷過焦慮的演說後，你會
考慮不太需要口頭報告的工作

嗎？ 

(1)會考慮           
(2)不會考慮         
(3)我沒有演說焦慮    

436人 
339人 

86人 

51%
39%
10%

3.在需要以考試來做為錄取標準
時，哪一種狀況您會表現得最

好？ 

(1)只有口試      
(2)只有筆試      
(3)兩者都有      

83人 
327人 
449人 

10%
38%
52%

4.在課堂或職場上，哪一種類型
的工作方式，您會表現得最

好？ 

(1)獨立完成並需要公開發表   
(2)獨立完成但不需要公開發表 
(3)團體完成並需要公開發表   
(4)團體完成但不需要公開發表 

150人 
209人 
324人 
174人 

18%
24%
38%
20%

5.一般來說，若有一個公開演說
的機會， 

(1)我會主動爭取，別人也會推舉我     
(2)我會主動爭取，但別人不會推舉我    
(3)我不會主動爭取，但會有人推舉我   
(4)我不會主動爭取，別人也不會推舉我  

73人 
31人 

353人 
404人 

8%
4%

41%
47%

6.整體來說，我是一個害怕公開
演說的人。 

(1)是 
(2)否 

444人 
417人 

51%
49%

 

本研究詢問大學生，若在求學時期需要上台進行口頭報告，在報告時感到焦

慮，則該科學業總成績是否會受到影響。在 863名大學生中，扣除 4名未答者之

外，有 457位認為成績會降低，佔全部樣本的 53 %；有 74位認為成績會提高，

佔全部樣本的 9 %；有 163位認為成績不會改變，佔全部樣本的 19 %；有 165

位認為成績並不會受到影響，佔全部樣本的 19 %。 

 

而在經歷過焦慮的演說後，有 465位大學生會考慮不太需要口頭報告的工

作，佔全部樣本的 51 %；而有 339位大學生會而有不會考慮不太需要口頭報告

的工作，佔全部樣本的 39 %；有 86位大學生則是表示自己沒有演說焦慮，佔全

部樣本的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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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試方式上，有 83位大學生認為只有口試時自己表現得最好，佔全部樣

本的 10 %；有 327位大學生認為只有筆試時自己表現得最好，佔全部樣本的 38 

%；有 449位大學生認為同時有筆認與口試時自己表現得最好，佔全部樣本的 52 

%。 

 

在課堂或職場上，有 324位大學生認為採用團體完成並需要公開發表的方式

能夠表現得最好，佔全部樣本的 38 %；有 209位大學生認為採用獨立完成但不

需要公開發表的方式能夠表現得最好，佔全部樣本的 24 %；有 150位大學生認

為採用獨立完成並需要公開發表的方式能夠表現得最好，佔全部樣本的 20 %；

有 174位大學生認為採用團體完成但不需要公開發表的方式能夠表現得最好，佔

全部樣本的 18 %。 

 

而如果有一個演說機會，有 404位大學生表示自己不會主動爭取，別人也不

會推舉他，佔全部樣本的 47 %；有 303位大學生表示自己不會主動爭取，但別

人會推舉他，佔全部樣本的 41 %；有 73位大學生表示自己會主動爭取，別人也

會推舉他，佔全部樣本的 8 %；有 31位大學生表示自己會主動爭取，但別人不

會推舉他，佔全部樣本的 4 %。 

 

在 863名大學生中，扣除 2名未答者之外，有 444位自認為有演說焦慮，佔

全部樣本的 51 %；有 417位認為自己沒有演說焦慮，佔全部樣本的 49 %，有半

數以上的大學生認為自己有演說焦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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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大學生的情緒調節、幽默感、創造力與職業選擇之現況 

 

本節主要是根據問卷之統計結果來分析大學生的情緒調節、幽默感、創造力

與職業選擇現況。針對各分量表的平均數、標準差及因素、題目排行來探討現今

大學生在各變項上的反應情形。 

 

一、在情緒調節方面 
 

本量表是採取Likert’s四點量表的方式作答，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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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就因素而言 

 

由表29中可知，在重新評估方面，平均數Μ= 3.04，意即大學生「還算同意」

自己會藉由改變對事情的想法來調節自己的情緒；在壓抑方面，平均數Μ= 2.55，

意即大學生對於壓抑自己的情緒是介於「不太同意」與「還算同意」之間，但較

傾向「還算同意」；在沈著冷靜方面，平均數Μ= 3.09，意即大學生「還算同意」

自己會以冷靜下來的方式來處理情緒。而大學生在情緒調節的因素排行依序為：

(1)沈著冷靜、(2)重新評估、(3)壓抑。 

 

表 29. 大學生「情緒調節」排行表(就因素而言) 
排行 因     素 題數 平均數 標準差 人數

1 沈著冷靜 4 3.09 .44 863

2 重新評估 5 3.04 .44 863
3 壓抑 3 2.55 .54 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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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就題目而言 

 

由表30可知，全體大學生最常出現的前五種情緒調節狀況依序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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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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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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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身處壓力情境時，

我會想辦法讓自己沈著應對。(5)面對壓力時，我會想出一些方法讓我可以冷靜

地處理。前五名中，第一名和第二名是屬於「重新評估」這個因素，第三名、第

四名和第五名是屬於「沈著冷靜」這個因素。 

 

表 30. 大學生「情緒調節」排行表(就題目而言) 
排行 題                  目 平均數 標準差 人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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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 .63 86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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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65 86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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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58 863

4 8.身處壓力情境時，我會想辦法讓自己沈著應對。 3.09 .54 863
5 12.面對壓力時，我會想出一些方法讓我可以冷靜地處理。 3.09 .54 86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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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 .58 863
7 11.我藉由改變對當時情境的看法來控制我的情緒。 2.97 .58 863
8 10.當我想要感覺較多的正向情緒時，我會改變對當時情境的看法。 2.86 .62 863
9 2.我獨自承受自己的情緒。 2.82 .80 863

10 6.我控制自己的情緒而不表達出來。 2.67 .71 863
11 9.當我感受到負向情緒時，我確定我不會表現出來。 2.43 .76 863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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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82 863

 

二、在幽默感方面 

 

本量表是採取Likert’s四點量表的方式作答，依據受試者對各題項的反應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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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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就因素而言 

 

由表31中可知，在生活因應方面，平均數Μ= 3.21，意即大學生「還算同意」

自己會用幽默的態度來面對生活；在困境因應方面，平均數Μ= 2.60，意即大學

生對於自己在遭遇困境時使用幽默是介於「不太同意」與「還算同意」之間，但

較傾向「還算同意」；若以量表的總分來看，其單題的平均數Μ= 2.95，顯示大學

生認為自己會以幽默感來處理事物是介於「不太同意」與「還算同意」之間，但

較偏向「還算同意」。而大學生在幽默因應方式的因素排行依序為：(1)生活因應、

(2)困境因應。 

 

表31. 大學生「幽默因應」排行表(就因素而言) 
排行 因     素 題數 平均數標準差 人數

1 生活因應 4 3.21 .48 863

2 困境因應 3 2.60 .53 863
 幽默因應總分 7 2.95 .42 863

 

由表32中可知，在一般生活創造方面，平均數Μ= 2.80，意即大學生對於自

己在生活中會以幽默方式來思考是介於「不太同意」與「還算同意」之間，但較

傾向「還算同意」；在社交場合創造方面，平均數Μ= 2.65，意即大學生對於自己

在社交生活中的幽默態度是介於「不太同意」與「還算同意」之間，但較傾向「還

算同意」；若以量表的總分來看，其單題的平均數Μ= 2.73，顯示大學生認為自己

的幽默創造是介於「不太同意」與「還算同意」之間，但較偏向「還算同意」。

而大學生在情緒調節的因素排行依序為：(1)一般生活創造、(2)社交場合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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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 大學生「幽默創造」排行表(就因素而言) 
排行 因         素 題數 平均數 標準差 人數

1 一般生活創造 6 2.80 .51 863

2 社交場合創造 6 2.65 .61 863
 幽默創造總分 12 2.73 .52 863

 

(二)就題目而言 

 

由表 33可知，全體大學生最常出現的前五種幽默的情形依序為：(1)我相信

我如果擁有更多的幽默感，日子可能會過得夠輕鬆快活。(2)我常覺得如果我身

處某個情境中，必須在哭或笑中做一抉擇，我寧可選擇笑。(3)根據我的經驗，

幽默常是面對問題時很有效的因應方式。(4)我常常對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東西產

生有趣的聯想。(5)當我面臨問題，且試著苦中作樂時，我發覺我的問題大幅減

低。前五名中，第一名是屬於「生活因應」這個因素，第二名、第三名和第五名

是屬於「困境因應」這個因素，第四名是屬於「一般生活創造」這個因素。 

 

表 33. 大學生「幽默感」排行表(就題目而言) 
排行 題                  目 平均數 標準差 人數

1 4.我相信我如果擁有更多的幽默感，日子可能會過得夠輕鬆快活。 3.43 .64 863

2 5.我常覺得如果我身處某個情境中，必須在哭或笑中做一抉擇，我
寧可選擇笑。 3.28 .76 863

3 7.根據我的經驗，幽默常是面對問題時很有效的因應方式。 3.19 .67 863
4 16.我常常對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東西產生有趣的聯想。 3.03 .69 863
5 2.當我面臨問題，且試著苦中作樂時，我發覺我的問題大幅減低。 2.92 .65 863
6 19.我通常都會用一些肢體語言、聲調、姿勢、表情……等來表現

幽默。 2.88 .70 863
7 14.在日常生活中，我常會聯結一些原本不相干的概念和事物而製

造出效果來。 2.87 .70 863
8 8.我通常都會試著講一些笑話來增加溝通或表達的效果。 2.86 .76 863
9 17.談話中，我通常都會有一些機智的反應。 2.85 .69 863

10 13.我通常都會試著講一些笑話來潤滑人際的關係。 2.80 .68 863
11 11.我通常都會試著講一些笑話來營造歡樂氣氛。 2.77 .70 863
12 6.即使身處窘境，我通常都能說說笑笑。 2.76 .74 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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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3.當我身處緊張情境時，我通常會找些好笑的說說。 2.75 .70 863
14 15.我通常都會用一些雙關語來創造幽默。 2.70 .76 863
15 12.在社交場合中，通常都是我表現出幽默的行為以逗樂大家。 2.57 .78 863
16 10.在社交場合中，通常都是我在說笑話、雙關語或其他有趣的事。 2.52 .78 863
17 18.在一些令人不高興的場合，我通常能用說一些笑話或其他幽默

的方式來表達我的不悅。 2.49 .72 863
18 9.我很能抓住一些人的特色，進而模仿得唯妙唯俏。 2.38 .88 863
19 1.當我遇到難題時，我常失去幽默感。 2.30 .73 863

 

三、在創造力方面 

 

本量表是採取Likert’s四點量表的方式作答，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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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就因素而言 

 

由表34中可知，在創新行為方面，平均數Μ= 2.82，意即大學生對於自己具

有創新行為是介於「不太同意」與「還算同意」之間，但較傾向「還算同意」；

在創意擴散方面，平均數Μ= 2.69，意即大學生對於自己會把創意想法與他人分

享是介於「不太同意」與「還算同意」之間，但較傾向「還算同意」。而大學生

在創造力方面的因素排行依序為：(1)創新行為、(2)創意擴散。 

 

表 34. 大學生「創造力」排行表(就因素而言) 
排行 因    素 題數 平均數 標準差 人數

1 創新行為 7 2.82 .48 863
2 創意擴散 4 2.69 .59 863

 

(二)就題目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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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35可知，全體大學生最常出現的前五種創造力情形依序為：(1)我樂於

將創意或想法跟他人分享。(2)在工作或學習時，我會尋找或應用新技術、新程

序及新方法。(3)我會想出一些有創意的主意或點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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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我喜歡向大眾說明自己或別人的構想。

前五名中，第二名、第三名和第四名是屬於「創新行為」這個因素，第一名和第

五名是屬於「創意擴散」這個因素。 

 

表 35. 大學生「創造力」排行表(就題目而言) 
排行 題                  目 平均數 標準差 人數

1 8.我樂於將創意或想法跟他人分享。 3.04 .65 863

2 1.在工作或學習時，我會尋找或應用新技術、新程序及新方法。 2.99 .58 863
3 2.我會想出一些有創意的主意或點子。 2.97 .65 86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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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66 863
5 9.我喜歡向大眾說明自己或別人的構想。 2.88 .74 863
6 3.我會向別人推銷或擁護新的觀念。 2.88 .68 863
7 5.我會為了推動新構想，而設計或提出適當的計畫或時間表。 2.85 .68 863
8 7.整體而言，我是一個有創意的人。 2.56 .73 863
9 6.整體而言，我常常表現出創新的行為。 2.56 .69 863

10 10.我適合做創意擴散的工作。 2.50 .77 863
11 11.公開推銷創意或構想，對我來說是容易的。 2.33 .77 863

 

四、在職業選擇方面 

 

本量表是採取Likert’s四點量表的方式作答，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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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就因素而言 

 

由表 36中可知，在逃避需要公開說話的工作方面，平均數Μ= 2.51，意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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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對於自己不找需要公開演說的工作是介於「不太同意」與「還算同意」之間，

但較傾向「還算同意」；在尋求需要公開發表的職業選擇方面，平均數Μ= 2.22，

意即大學生對於自己在未來尋求需要公開演說的工作是介於「不太同意」與「還

算同意」之間，但較傾向「不太同意」。而大學生在職業選擇的因素排行依序為：

(1)逃避需要公開說話的工作、(2)尋求需要公開發表的職業選擇。 

 

表 36. 大學生「職業選擇」排行表(就因素而言) 
排行 因             素 題數平均數 標準差 人數 

1 逃避需要公開說話的工作 3 2.51 .61 863 

2 尋求需要公開發表的職業選擇 2 2.22 .66 863 

 

(二)就題目而言 

 

由表 37可知，全體大學生最常出現的前三種職業選擇的情形依序為：(1)我

會找不需要在一群人面前說服他人的工作。(2)我會找不需要公開提案的工作。(3)

我會找不需要團隊合作而可以獨立作業的工作。前五名中，前三名皆是屬於「逃

避需要公開說話的工作」這個因素，第四名和第五名是屬於「尋求需要公開發表

的職業選擇」這個因素。 

 

表 37. 大學生「職業選擇」排行表(就題目而言) 
排行 題                  目 平均數 標準差 人數 

1 3.我會找不需要在一群人面前說服他人的工作。 2.70 .75 863 

2 4.我會找不需要公開提案的工作。 2.50 .73 863 
3 5.我會找不需要團隊合作而可以獨立作業的工作。 2.34 .80 863 
4 1.我會找需要對公眾發表或演說的工作。 2.23 .73 863 
5 2.我會找行銷或公關的工作。 2.21 .78 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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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人口變項在演說焦慮上之差異 

 

    本節主要是探討人口變項在演說焦慮上的差異情形，其中分別以性別、年

級、學校、地區、學院及學校性質等作為自變項，以演說焦慮感受、演說焦慮因

應、演說焦慮經驗影響為依變項，進行單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以瞭解其間之

差異。 

 

一、性別在演說焦慮的差異比較 

 

(一)性別在演說焦慮感受的差異 

 

先觀察整體變項的Wilks’ Lambda值，其值等於.976，顯著性.000(p<.05)，表

示性別在整體變項上有顯著差異。在變異數同質性考驗後，發現F值未達顯著水

準，意即男女在演說焦慮感受總分、身心焦慮、準備不足這些項目的變異數是相

等的，之後便進行變異數分析，由表38中，發現男女大學生在演說焦慮感受總分、

身心焦慮、準備不足上都有顯著差異，女生的平均數都高於男生。 

 

表 38. 性別在演說焦慮感受及其因素的變異數分析 
變項 平均數 標準差 人數 變異來源自由度 均方 F檢定 p-value

男 34.10 5.78 290 組間 1 646.164演說焦慮 

感受總分 女 35.93 5.94 573 組內 862 34.648

18.649 .000

男 2.66 .55 290 組間 1 3.318身心緊張 

女 2.79 .58 573 組內 862 .327

10.135 .002

男 3.02 .53 290 組間 1 5.833準備不足 

女 3.19 .53 573 組內 862 .282

20.681 .000

 

 (二)性別在演說焦慮因應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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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觀察整體變項的Wilks’ Lambda值，其值等於.954，顯著性.000(p<.05)，

表示性別在整體變項上有顯著差異。在變異數同質性考驗後，發現 F值未達顯著

水準，意即男女在演說焦慮因應總分、事前準備、消極因應、坦然自處不理觀眾、

認知行為策略和互動幽默上的變異數是相等的，之後便進行變異數分析，由表

39中可知，男女大學生在演說焦慮因應總分、事前準備、消極因應、坦然自處

不理觀眾、認知行為策略上沒有顯著的差異，只有在互動幽默有顯著的差異，男

生的平均數高於女生。 

 

表 39. 性別在演說焦慮因應及其因素的變異數分析 
變項 平均數 標準差 人數 變異來源自由度 均方 F檢定 p-value

男 51.88 6.02 290 組間 1 20.581演說焦慮 
因應總分 女 51.55 6.06 573 組內 862 36.566

.563 .453

男 3.04 .47 290 組間 1 .374事前準備 

女 3.08 .48 573 組內 862 .229

1.637 .201

男 2.33 .67 290 組間 1 0.0250消極因應 

女 2.33 .66 573 組內 862 .439

.006 .940

男 2.42 .61 290 組間 1 .682坦然自處 
不理觀眾 女 2.36 .58 573 組內 862 .345

1.976 .160

男 3.13 .42 290 組間 1 .489認知行為 
策略 女 3.18 .42 573 組內 862 .178

2.748 .098

男 2.73 .54 290 組間 1 5.452互動幽默 

女 2.56 .52 573 組內 862 .279

19.555 .000

 

 (三) 性別在演說焦慮經驗影響的差異 

 

先觀察整體變項的Wilks’ Lambda值，其值等於.989，顯著性.057(p>.05)，

表示性別在整體變項上沒有顯著差異，因此不再向下進行單變量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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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級在演說焦慮的差異比較 

 

(一)年級在演說焦慮感受的差異 

 

    先觀察整體變項的Wilks’ Lambda值，其值等於.987，顯著性.085(p>.05)，

表示年級在整體變項上沒有顯著差異，因此不再向下進行單變量的分析。 

 

(二)年級在演說焦慮因應的差異 

 

    先觀察整體變項的Wilks’ Lambda值，其值等於.977，顯著性.161(p>.05)，

表示年級在整體變項上沒有顯著差異。因此不再向下進行單變量的分析。 

 

(三)年級在演說焦慮經驗影響的差異 

 

先觀察整體變項的Wilks’ Lambda值，其值等於.975，顯著性.047(p<.05)，

表示年級在整體變項上有顯著差異。演說焦慮經驗影響及其因素在年級上的變異

數同質性檢定皆未達顯著，表示它們在各年級上的變異數是相等的。之後再進行

變異數分析，若顯著則再進行 Scheffé法事後比較。由表 40中可知，除了聽眾導

向這個因素之外，其他因素在年級上皆未達顯著。結果顯示大學一年級的學生的

聽眾導向之平均數大於二年級與四年級的大學生。意即大一學生比大二和大四的

學生會運用聽眾導向這個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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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0. 年級在演說焦慮經驗影響及其因素的變異數分析 
變項 平均數 標準

差 
人數 變異

來源

自由

度

均方 F檢定 p-value 事後 
比較 

1 61.25 7.25 126

2 59.58 7.21 265

組間 3 88.79

3 60.50 7.59 296

演說焦慮

經驗影響

總分 

4 60.09 7.27 176

組內 857 52.73

1.684 .169 各年級
未達顯

著差異

1 3.25 .42 126

2 3.16 .45 265

組間

 
3 .239

3 3.20 .45 296

自信反省 

 

4 3.19 .41 176

組內 857 .192

1.242 .293 各年級
未達顯

著差異

 
1 2.62 .57 126

2 2.68 .56 265

組間 3 .245

3 2.62 .58 296

逃避演說 

4 2.61 .55 176

組內 857 .321

.764 .515 各年級
未達顯

著差異

1 3.24 .46 126

2 3.21 .44 265

組間 3 .046

3 3.23 .45 296

充份準備 

4 3.21 .44 176

組內 857 .201

.229 .877 各年級
未達顯

著差異

1 3.10 .60 126

2 2.89 .59 265

組間 3 1.948

3 3.02 .64 296

聽眾導向 

4 2.89 .59 176

組內 857 .369

5.279 .001 一>二 
一>四 

註：事後比較中的「一」代表大一學生，「二」代表大二學生，「三」代表大三學生，「四」

代表大四與大五以上的學生 

 

三、樣本地區在演說焦慮的差異比較 

 

(一)樣本地區在演說焦慮感受的差異 

 

先觀察整體變項的Wilks’ Lambda值，其值等於.982，顯著性.019(p<.05)，

表示樣本地區在整體變項上達顯著。演說焦慮感受及其因素在樣本地區上的變異

數同質性檢定未達顯著，表示演說焦慮感受總分、身心緊張、準備不足在樣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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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上的變異數是相等的。之後再進行變異數分析，若顯著則再以 LSD(最小顯著

差異法)進行事後比較。由表 41中可知，演說焦慮感受總分、身心緊張、準備不

足在各樣本地區間達顯著差異，便進行事後比較。結果顯示，在演說焦慮感受總

分方面，南部大學生的平均數高於北部大學生、而東部大學生的平均數高於北部

和中部大學生。在身心緊張方面，南部和東部大學生的平均數都高於北部大學

生。在準備不足方面，南部和東部大學生的平均數都高於中部大學生。 

 

表41. 樣本地區在演說焦慮感受及其因素的變異數分析 
變項 平均數 標準

差 
人

數 
變異

來源

自由

度 
均方 F檢定 p-value 事後比

較 

北 34.92 5.71 491
中 34.73 6.38 121

組間 3 120.6

南 36.21 6.21 112

演說焦慮感

受總分 

 

東 35.30 6.00 139

組內 859 35.04

3.442 .016 南>北 
東>北 
東>中 

北 2.70 .56 491
中 2.74 .60 121

組間

 
3 1.034

 

南 2.83 .58 112

身心緊張 

東 2.85 .58 139

組內 859 .328

3.149 .024 南>北 
東>北 

北 3.12 .52 491
中 3.05 .58 121

組間 3 .858 
 

南 3.21 .59 112

準備不足 

東 3.13 .54 139

組內 859 .288

2.985 .030 南>中 
東>中 

註：事後比較中的「北」代表北部大學生，「中」代表中部大學生，「南」代表南部大學

生，「東」代表東部大學生 

 

 (二)樣本地區在演說焦慮因應的差異 

 

    先觀察整體變項的Wilks’ Lambda值，其值等於.973，顯著性.082(p>.05)，

表示樣本地區在整體變項上沒有顯著差異。因此不再向下進行單變量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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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樣本地區在演說焦慮經驗影響的差異 

 

先觀察整體變項的Wilks’ Lambda值，其值等於.952，顯著性.000(p<.05)，

表示樣本地區在整體變項上有顯著差異。演說焦慮經驗影響及其因素在樣本地區

上的變異數同質性檢定未達顯著，表示演說焦慮經驗影響總分、自信反省、逃避

演說、充份準備及聽眾導向在樣本地區上的變異數是相等的。之後再進行變異數

分析，若顯著則再以 LSD(最小顯著差異法)進行事後比較。 

 

由表 42中可知，演說焦慮經驗影響總分、自信反省、逃避演說、充份準備

及聽眾導向在各樣本地區間皆達顯著差異，便進行事後比較，結果顯示，在演說

焦慮經驗影響總分方面，北部、南部和東部的大學生平均數都高於中部大學生，

而東部大學生的平均數又高於北部大學生。在自信反省方面，北部、南部和東部

的大學生平均數都高於中部大學生。在逃避演說方面，中部、南部和東部的大學

生平均數都高於北部大學生。在充份準備方面，北部和東部的大學生平均數都高

於中部大學生。在聽眾導向方面，南部和東部的大學生平均數都高於中部大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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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 樣本地區在演說焦慮經驗影響及其因素的變異數分析 
變項 平均數 標準

差 
人數 變異

來源

自由

度 
均方 F檢定 p-value 事後 

比較 

北 61.18 6.31 491
中 59.76 7.13 121

組間 3 213.7

南 61.90 6.90 112

演說焦慮 
經驗影響 
總分 

東 62.58 6.28 139

組內 859 52.68

4.057 .007 北>中 
南>中 
東>北 
東>中 

北 3.19 .43 491
中 3.10 .45 121

組間

 
3 .546

南 3.21 .45 112

自信反省 

 

東 3.25 .44 139

組內 859 .193

2.827 .038 北>中 
南>中 
東>中 

北 2.58 .57 491
中 2.70 .54 121

組間 3 1.260

南 2.73 .58 112

逃避演說 

東 2.70 .57 139

組內 859 .322

3.917 .009 中>北 
南>北 
東>北 

北 3.24 .43 491
中 3.07 .49 121

組間 3 1.220

南 3.18 .49 112

充份準備 

東 3.29 .44 139

組內 859 .202

6.038 .000 北>中 
東>中 

北 2.96 .62 491
中 2.85 .59 121

組間 3 1.176

南 3.08 .62 112

聽眾導向 

東 3.01 .58 139

組內 859 .371

3.166 .024 南>中 
東>中 

註：事後比較中的「北」代表北部大學生，「中」代表中部大學生，「南」代表南部大學

生，「東」代表東部大學生 

 

四、就讀學院(1教育，2文，3法商，4理工醫農，5藝術傳播)在演說焦慮各變

項的差異比較 

 

(一)就讀學院在演說焦慮感受的差異 

 

    先觀察整體變項的Wilks’ Lambda值，其值等於.983，顯著性.071(p>.05)，

表示就讀學院在整體變項上沒有顯著差異。因此不再向下進行單變量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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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就讀學院在演說焦慮因應的差異 

 

    先觀察整體變項的Wilks’ Lambda值，其值等於.967，顯著性.099(p>.05)，

表示就讀學院在整體變項上沒有顯著差異。因此不再向下進行單變量的分析。 

 

(三)就讀學院在演說焦慮經驗影響的差異 

 

先觀察整體變項的Wilks’ Lambda值，其值等於.963，顯著性.009(p<.01)，

表示就讀學院在整體變項上有顯著差異。演說焦慮經驗影響及其因素在就讀學院

的變異數同質性檢定皆未達顯著，表示演說焦慮經驗影響總分、自信反省、逃避

演說、充份準備及聽眾導向在各學院上的變異數是相等的。之後再進行變異數分

析，若顯著則再進行事後比較。由表 43中可知，樣本的就讀學院在演說焦慮經

驗影響總分、自信反省、逃避演說、充份準備未達顯著差異，而在聽眾導向則有

顯著差異。再以 Scheffé法進行事後比較，結果發現教育學院學生的平均數顯著

高於法商、管理學院及藝術傳播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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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就讀學院在演說焦慮經驗影響及其因素的變異數分析 
變項 平均數 標準差 人數 變異

來源

自由度 均方 F檢定 p-value 事後
比較

1 61.04 7.07 208

2 60.53 7.36 206

3 59.85 7.02 223

組間 4 89.804

4 60.17 7.37 141

演說焦慮

經驗影響

總分 

5 58.80 7.81 85

組內 858 52.577

1.708 .146 五組
未達

顯著

差異

1 3.26 .43 208

2 3.20 .44 206

3 3.16 .41 223

組間 4 .372

4 3.19 .46 141

自信反省 

 

5 3.13 .48 85

組內 858 .191

1.945 .101 五組
未達

顯著

差異

1 2.68 .54 208

2 2.64 .60 206

3 2.58 .54 223

組間 4 .353

4 2.63 .62 141

逃避演說 

5 2.70 .54 85

組內 858 .321

1.100 .355 五組
未達

顯著

差異

1 3.24 .46 208

2 3.27 .44 206

3 3.19 .45 223

組間 4 .337

4 3.22 .43 141

充份準備 

5 3.14 .43 85

組內 858 .200

1.687 .151 五組
未達

顯著

差異

1 3.11 .60 208

2 2.96 .60 206

3 2.92 .59 223

組間 4 1.501

4 2.91 .66 141

聽眾導向 

5 2.86 .61 85

組內 858 .369

4.068 .003 1>3 
1>5 

註：事後比較中的 1代表教育學院，2代表文學院，3代表法商及管理學院，4代表理工
醫農學院，5代表藝術、傳播學院 

 

五、公私立學校在演說焦慮經驗影響的差異比較 

 

(一) 公私立學校在演說焦慮感受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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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觀察整體變項的Wilks’ Lambda值，其值等於.995，顯著性.136(p>.05)，

表示公私立學校在整體變項上沒有顯著差異。因此不再向下進行單變量的分析。 

 

 (二) 公私立學校在演說焦慮因應的差異 

 

    先觀察整體變項的Wilks’ Lambda值，其值等於.993，顯著性.265(p>.05)，

表示公私立學校在整體變項上沒有顯著差異。因此不再向下進行單變量的分析。 

 

(三) 公私立學校在演說焦慮經驗影響的差異 

 

先觀察整體變項的Wilks’ Lambda值，其值等於.981，顯著性.002(p<.01)，表

示公私立學校在整體變項上有顯著差異。在變異數同質性考驗後，發現除了逃避

演說之外，其他變項的F值未達顯著水準，意即公私立學校在演說焦慮經驗影響

總分、自我反省、充份準備及聽眾導向上的變異數是相等的，之後便進行變異數

分析，結果發現公私立學校在充份準備上有顯著差異，公立學校的平均數高於私

立學校。 

 

表 44. 公私立學校在演說焦慮經驗影響及其因素的變異數分析 
變項 平均數 標準差 人數 變異來源 自由度 均方 F檢定 p-value

公 61.40 6.45 734 組間 1 54.624演說焦慮經驗

影響總分 私 60.70 7.05 129 組內 862 42.783

1.277 .259

公 3.20 .44 734 組間 1 .103自信反省 

私 3.17 .43 129 組內 862 .194

.529 .467

公 2.62 .58 734 組間 1 1.058逃避演說 

私 2.72 .50 129 組內 862 .324

3.264 .071

公 3.24 .44 734 組間 1 2.032充份準備 

私 3.10 .52 129 組內 862 .203

9.986 .002

公 2.98 .61 734 組間 1 .557聽眾導向 

私 2.91 .62 129 組內 862 .374

1.488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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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演說焦慮、情緒調節、幽默感 

與創造力、職業選擇的關係 

 

本節主要是要瞭解演說焦慮、情緒調節、幽默感與創造力、職業選擇的關係。

分別就各變項來探討其與演說焦慮的關係。 

 

 (一)情緒調節與演說焦慮之關係 

 

從表45中可知，在情緒調節的重新評估方面，大學生的重新評估與演說焦慮

感受中的準備不足呈顯著正相關r(861)= .123( p < .01)，但相關係數並不高；與演

說焦慮因應的總分、事前準備、坦然自處不理觀眾、認知行為策略、互動幽默呈

顯著正相關，與消極因應呈顯著負相關r(861)= .068( p < .015)，其中和認知行為

策略的相關最高r(861)= .335( p < .01)；與演說焦慮經驗影響的總分、自信反省、

充份準備、聽眾導向呈顯著正相關，其中和自信反省的相關最高r(861)= .383(p 

< .01)。意即大學生在重新評估這個分量表中得分愈高，則在演說焦慮因應、演

說焦慮經驗影響中的得分也較高，也就是大學生在面對問題時若較傾向重新評

估，在演說時較不會有準備不足的感受，也較知道如何因應演說焦慮，並能從演

說焦慮的經驗中獲得較正向的影響。 

 

在情緒調節的壓抑方面，大學生的壓抑行為與演說焦慮感受中的總分、身心

緊張、準備不足呈顯著正相關，但相關係數並不高；與演說焦慮因應的消極因應、

坦然自處不理觀眾、互動幽默呈顯著正相關，其中和消極因應的相關最高

r(861)= .184(p < .01)；與演說焦慮經驗影響的逃避演說呈顯著正相關，其中和逃

避演說的相關最高r(861)= .169( p < .01)。意即大學生在壓抑這個分量表中得分愈

高，則在演說焦慮感受、演說焦慮因應的消極因應、坦然自處不理觀眾、互動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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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演說焦慮經驗影響中的逃避演說得分也較高。也就是大學生在面對問題時若

較傾向壓抑者，會比較容易感到焦慮，且會採取消極的方式來因應焦慮，也較容

易在焦慮的演說經驗後，更逃避未來的演說。 

 

在情緒調節的沈著冷靜方面，大學生的沈著冷靜與演說焦慮感受中的身心緊

張呈顯著負相關r(861)= -.116(p < .01)，但相關係數並不高；與演說焦慮因應的總

分、事前準備、坦然自處不理觀眾、認知行為策略、互動幽默呈顯著正相關，與

消極因應呈顯著負相關，其中和演說焦慮因應總分的相關最高r(861)= .432(p 

< .01)；與演說焦慮經驗影響的總分、自信反省、充份準備、聽眾導向呈顯著正

相關，與逃避演說呈顯著負相關，其中和演說焦慮經驗影響總分的相關最高

r(861)= .449( p < .01)。意即大學生在沈著冷靜這個分量表中得分愈高，則在演說

焦慮因應的總分、事前準備、坦然自處不理觀眾、認知行為策略、互動幽默，演

說焦慮經驗影響中的總分、自信反省、充份準備、聽眾導向得分也較高；而在演

說焦慮感受中的身心緊張、演說焦慮因應的消極因應、演說焦慮經驗影響中的逃

避演說得分較低。也就是大學生在面對問題時若較傾向沈著冷靜，在演說時較不

會有身心緊張的感受，也較知道如何因應演說焦慮，並能從演說焦慮的經驗中獲

得較正向的影響。 

 

表45. 情緒調節與演說焦慮之相關 
 

情緒 

調節 

感受 

總分 

身心 

緊張 

準備 

不足 

因應 

總分 

事前 

準備 

消極

因應

坦然自

處不理

觀眾

認知

行為

策略

互動

幽默

影響

總分

自信 

反省 

逃避 

演說 

充份

準備

聽眾

導向

重新 

評估 

.047 -.034 .123** .331** .229** -.068* .080* .335** .264** .310** .383** .058 .277** .203**

壓抑 .126** .133** .089** .060 .045 .184** .182** .029 .105** .012 .081* .169** .036 .058

沈著 

冷靜 

-.065 -.116** .004 .432** .342** -.157** .116** .367** .317** .449** .451** -.097** .416** .273**

* p < .05. ** p < .01. ***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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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幽默感與演說焦慮之關係 

 

由表46中可知，在幽默感中的生活因應方面，大學生的生活因應與演說焦慮

感受中的總分、身心緊張、準備不足皆未達顯著；與演說焦慮因應的總分、事前

準備、認知行為策略、互動幽默呈顯著正相關，與消極因應呈顯著負相關，其中

和演說焦慮因應總分的相關最高r(861)= .377( p < .01)；與演說焦慮經驗影響的總

分、自信反省、充份準備、聽眾導向呈顯著正相關，其中和自信反省的相關最高

r(861)= .380( p < .01)。也就是說大學生在演說焦慮因應總分、事前準備、認知行

為策略、互動幽默的分量表中得分愈高，相對的在生活因應的分量表得分也愈

高。而在演說焦慮經驗影響總分、自信反省、充份準備、聽眾導向的分量表中得

分愈高，則在生活因應的分量表得分也愈高。即大學生的演說焦慮因應愈正向者

以及在過去演說焦慮經驗中受到正向影響者，愈會傾向在生活中以幽默的態度處

理事物。 

 

在困境因應方面，大學生的困境因應與演說焦慮感受中的總分、身心緊張

r(861)= -.180( p < .01)、準備不足r(861)= -.152( p < .01)呈顯著負相關，但相關係

數都不高；與演說焦慮因應的總分、事前準備、認知行為策略、互動幽默呈顯著

正相關，與消極因應呈顯著負相關，其中和互動幽默的相關最高r(861)= .327( p 

< .01)；與演說焦慮經驗影響的總分、自信反省、充份準備、聽眾導向呈顯著正

相關，與逃避演說呈顯著負相關，其中和演說焦慮經驗影響總分的相關最高

r(861)= .279( p < .01)。也就是說大學生在演說焦慮感受中總分、身心緊張、準備

不足、消極因應、逃避演說的分量表中得分愈高，相對的在困境因應的分量表得

分則愈低。而在演說焦慮因應總分、事前準備、認知行為策略、互動幽默、演說

焦慮經驗影響的總分、自信反省、充份準備、聽眾導向的分量表中得分愈高，則

在困境因應的分量表得分也愈高。即大學生的演說焦慮感受愈高、採用負向因應

方式來處理演說焦慮以及在過去演說焦慮經驗中受到負向影響者，愈不會在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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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以幽默的態度處理問題。 

 

在幽默感的社交場合創造方面，大學生的社交場合創造與演說焦慮感受中的

的總分、身心緊張r(861)= -.164(p < .01)、準備不足r(861)= -.132(p < .01)呈顯

著負相關；與演說焦慮因應的總分、事前準備、認知行為策略、互動幽默呈顯著

正相關，與消極因應呈顯著負相關，其中和互動幽默的相關最高r(861)= .345(p 

< .01)；與演說焦慮經驗影響的總分、自信反省、充份準備、聽眾導向呈顯著正

相關，與逃避演說呈顯著負相關，其中和演說焦慮經驗影響總分的相關最高

r(861)= .296(p < .01)。也就是說大學生在身心緊張、準備不足、消極因應、逃

避演說的分量表中得分愈高，相對的在社交場合創造分量表得分則愈低。而在演

說焦慮因應總分、事前準備、認知行為策略、互動幽默、演說焦慮經驗影響的總

分、自信反省、充份準備、聽眾導向的分量表中得分愈高，則在社交場合創造的

分量表得分也愈高。即大學生的演說焦慮感受愈少、演說焦慮因應愈正向者以及

在過去演說焦慮經驗中受到正向影響者，愈會傾向在社交生活中以幽默的態度創

造出新的想法或行為。 

 

在幽默感的一般生活創造方面，大學生的一般生活創造與演說焦慮感受中的

總分、身心緊張r(861)= -.147( p < .01)、準備不足r(861)= -.116( p < .01)呈顯著負

相關；與演說焦慮因應的總分、事前準備、認知行為策略、互動幽默呈顯著正相

關，與消極因應呈顯著負相關，其中和互動幽默的相關最高r(861)= .377( p 

< .01)；與演說焦慮經驗影響的總分、自信反省、充份準備、聽眾導向呈顯著正

相關，與逃避演說呈顯著負相關，其中和演說焦慮經驗影響總分的相關最高

r(861)= .346( p < .01)。也就是說大學生在演說焦慮因應總分、事前準備、認知行

為策略、互動幽默的分量表中得分愈高，相對的在一般生活創造的分量表得分也

愈高。而在演說焦慮經驗影響的總分、自信反省、充份準備、聽眾導向的分量表

中得分愈高，則在一般生活創造的分量表得分也愈高。即大學生的演說焦慮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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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正向者以及在過去演說焦慮經驗中受到正向影響者，愈會傾向在一般生活情境

中以幽默的態度創造出更多的想法或行為。 

 

表46. 幽默感與演說焦慮之相關 
幽 

默 

感 

感受 

總分 

身心 

緊張 

準備 

不足 

因應 

總分 

事前 

準備 

消極

因應

坦然自

處不理

觀眾

認知

行為

策略

互動

幽默

影響

總分

自信 

反省 

逃避 

演說 

充份

準備

聽眾

導向

生活 

因應 

.011 -.033 .056 .377** .228** -.112** .046 .332** .275** .345** .380** .004 .305** .274**

困境 

因應 

-.187** -.180** -.152** .289** .160** -.175** .038 .185** .327** .279** .240** -.188** .179** .205**

社交

創造 

-.167** -.164** -.132** .268** .194** -.094** .009 .134** .345** .296** .258** -.154** .207** .260**

一般

創造 

-.148** -.147** -.116** .334** .218** -.162** .019 .216** .377** .346** .310** -.142** .281**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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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演說焦慮與創造力之關係 

 

    由表47中可知，在演說焦慮感受方面，大學生的演說焦慮感受總分、身心緊

張r(861)= -.158( p < .01)與準備不足r(861)= -.116( p < .01)與創新行為呈顯著的負

相關，大學生的演說焦慮感受總分、身心緊張r(861)= -.231(p < .01)與準備不足

r(861)= -.162( p < .01)也與創意擴散呈顯著的負相關；意即大學生在演說焦慮感

受總分、身心緊張與準備不足中得分愈高，則在創新行為、創意擴散的分量表中

得分則愈低，也就是大學生在演說時出現較多的焦慮感受，則較不容易出現創新

行為，或是在有創新的想法時，較不會與他人分享。 

 

在演說焦慮因應方面，大學生的演說焦慮因應總分、事前準備、認知行為策

略、互動幽默與創新行為呈顯著的正相關，而消極因應則與創新行為呈顯著的負

相關，其中相關最高的為演說焦慮因應總分r(861)= .389(p < .01)。大學生的演

 112



說焦慮因應總分、事前準備、認知行為策略、互動幽默與創意擴散呈顯著的正相

關；而消極因應則與創意擴散呈顯著的負相關，其中相關最高的為自信反省

r(861)= .440( p < .01)。意即大學生在演說焦慮因應總分、事前準備、認知行為

策略、互動幽默的分量表中得分愈高，則在創新行為、創意擴散的分量表中得分

也愈高，而在消極因應的分量表中得分愈高，則在創新行為、創意擴散的分量表

中得分愈低。也就是大學生在演說焦慮時用較正向的方式去因應，則較容易出現

創新行為，而在有創新的想法時，也較願意與他人分享。 

 

在演說焦慮經驗影響方面，大學生的演說焦慮經驗影響總分、自信反省、充

份準備、聽眾導向與創新行為呈顯著的正相關，而逃避演說與創新行為呈顯著的

負相關，其中相關最高的為演說焦慮經驗影響總分r(861)= .477(p < .01)。大學

生的演說焦慮經驗影響總分、自信反省、充份準備、聽眾導向與創意擴散呈顯著

的正相關，而逃避演說與創意擴散呈顯著的負相關，其中相關最高的為演說焦慮

經驗影響總分r(861)= .451(p < .01)。意即大學生在演說焦慮經驗影響總分、自

信反省、充份準備、聽眾導向的分量表中得分愈高，則在創新行為、創意擴散的

分量表中得分也愈高，而在逃避演說的分量表中得分愈高，則在創新行為、創意

擴散的分量表中得分愈低。也就是大學生在過去演說焦慮經驗中獲得較正向影響

者，則較容易出現創新行為，或是在有創新的想法時，較願意與他人分享。 

 

表47. 演說焦慮與創造力之相關 

創 

造 

力 

感受 

總分 

身心 

緊張 

準備 

不足 

因應 

總分 

事前 

準備 

消極

因應

坦然自

處不理

觀眾

認知

行為

策略

互動

幽默

影響

總分

自信 

反省 

逃避 

演說 

充份

準備

聽眾

導向

創新 

行為 

-.154** -.158** -.116** .389** .326** -.136** .021 .266** .376** .477** .440** -.184** .356** .422**

創意 

擴散 

-.222** -.231** -.162** .357** .289** -.188** .001 .235** .337** .451** .377** -.247** .325**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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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四)演說焦慮與職業選擇之關係 

     

由表48中可知，在演說焦慮感受方面，大學生的演說焦慮感受總分、身心緊

張r(861)= .293( p < .01)、準備不足r(861)= .207( p < .01)都與逃避需要公開說話的

工作呈顯著的正相關，而演說焦慮感受總分、身心緊張r(861)= -.301( p < .01)、

準備不足r(861)= -.234( p < .01)與尋求需要公開發表的職業選擇呈顯著的負相

關。也就是說，大學生在演說焦慮感受總分、身心緊張、準備不足的分量表中得

分愈高，相對的在逃避需要公開說話的工作的分量表得分也愈高，而在尋求需要

公開發表的職業選擇的分量表中得分則愈低。即大學生的演說焦慮感受愈高者，

則愈會傾向選擇不需要公開說話的工作。 

 

在演說焦慮因應方面，大學生的演說焦慮因應總分、事前準備、互動幽默都

與逃避需要公開說話的工作呈顯著的負相關；消極因應、坦然自處不理觀眾則與

逃避需要公開說話的工作呈顯著的正相關，其中相關最高的為消極因應

r(861)= .319(p < .01)。而大學生的演說焦慮因應總分、事前準備、認知行為策略、

互動幽默都與尋求需要公開發表的職業選擇呈顯著的正相關；消極因應則與尋求

需要公開發表的職業選擇呈顯著的負相關，其中相關最高的為互動幽默

r(861)= .286( p < .01)。也就是說，大學生在消極因應、坦然自處不理觀眾的分量

表中得分愈高，相對的在逃避需要公開說話的工作的分量表得分也愈高，而在演

說焦慮因應總分、事前準備、認知行為策略、互動幽默的分量表中得分愈高，相

對的在尋求需要公開發表的職業選擇的分量表中得分也愈高。即大學生的演說焦

慮因應愈正向且得分愈高者，則愈會傾向選擇需要公開說話的工作。 

 

在演說焦慮經驗影響方面，大學生的演說焦慮經驗影響總分、自信反省、充

份準備、聽眾導向都與逃避需要公開說話的工作呈顯著的負相關，逃避演說則與

逃避需要公開說話的工作呈顯著的正相關，其中相關最高的為逃避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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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861)= .346(p < .01)。而大學生的演說焦慮經驗影響總分、自信反省、充份準備、

聽眾導向都與尋求需要公開發表的職業選擇呈顯著的正相關，逃避演說則與逃避

需要公開說話的工作呈顯著的負相關，其中相關最高的為逃避演說r(861)= 

-.343( p < .01)。也就是說，大學生在演說焦慮經驗影響總分、自信反省、充份準

備、聽眾導向的分量表中得分愈高，相對的在逃避需要公開說話的工作的分量表

得分則愈低，而在尋求需要公開發表的職業選擇的分量表中得分則愈高。即大學

生從過去演說焦慮經驗獲得正向影響者，則愈會傾向選擇需要公開說話的工作。 

 

表 48. 演說焦慮與職業選擇之相關 
 

職業 

選擇 

感受 

總分 

身心 

緊張 

準備 

不足 

因應 

總分 

事前 

準備 

消極

因應

坦然自

處不理

觀眾

認知

行為

策略

互動

幽默

影響

總分

自信 

反省 

逃避 

演說 

充份

準備

聽眾

導向

逃避需要公

開說話的工

作 

.283** .293** .207** -.147** -.111* .319** .104** -.062 -.090** -.201** -.081* .346** -.074* -.155**

尋求需要公

開發表的職

業選擇 

-.301** -.301** -.234** .275** .205** -.214** -.011 .138** .286** .325** .233** -.343** .146** .273**

* p < .05. ** p < .01. ***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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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演說焦慮、情緒調節、幽默感、 

創造力與職業選擇的典型相關分析 

 

    本節將針對情緒調節、幽默感、演說焦慮之間的關係，以及演說焦慮、創造

力、職業選擇之間的關係兩部份來探討。 

 

(一)情緒調節、幽默感與演說焦慮各變項的典型相關 

     

由表 49典型相關分析結果可知，有關情緒調節、幽默感與演說焦慮各變項

的典型相關分析，共獲得三個典型相關因素。其中，前兩個典型因素達統計上的

顯著水準(p<.05)，其相關係數分別為 r(861)= .577、r(861)= .271。以下分別就這

兩組典型相關的解釋量和結構係數來討論。  

 

1.就解釋量而言 

 

    在第一組典型相關中，X變項的第一個典型因素 χ1可解釋 Y變項的第一個

典型因素 η1總變異的 33.3 %，η1可解釋 Y變項總變異的 57.705 %，所以 X組

變項透過 χ1可以解釋 Y變項總變異的 19.232 %。 

 

    在第二組典型相關中，X變項的第二個典型因素 χ2可解釋 Y變項的第二個

典型因素 η2總變異的 7.4 %，η2可解釋 Y變項總變異的 32.396 %，所以 X變項

透過 χ2可以解釋 Y變項總變異的 2.387 %。 

     

2.就結構係數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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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X變項的第一個典型變量中，因素負荷量大於.04者，包括了重新評估

(-.611)、沈著冷靜(-.832)、生活因應(-.649)、困境因應(-.519)、社交場合創造

(-.521)、一般生活創造(-.631)；在 Y變項的第一個典型變量中，因素負荷量大於.04

者，包括了演說焦慮因應(-.904)、演說焦慮經驗影響(-.938)。所以 X變項中主要

是透過這些變項來影響 Y變項。我們可以發現當個體所採取的情緒調節方式是

傾向重新評估與沈著冷靜，並會在生活、困境、社交場合中運用幽默感，則他們

在演說時，愈會運用正向的策略來調適自己的焦慮。 

 

    在 X變項的第二個典型變量中，因素負荷量大於.04者，包括了重新評估

(.431)、壓抑(.515)、困境因應(-.480)、社交場合創造(-.417)，其中以壓抑和困境

因應的負荷量較高；在 Y變項的第二個典型變量中，因素負荷量大於.04者只有

演說焦慮感受(.980)。所以 X變項中主要是透過這些變項來影響 Y變項。此結果

顯示，當個體所採取的情緒調節方式是傾向壓抑，則他們在演說時，演說焦慮感

受會愈高。若他們會在困境中運用幽默感，則他們在演說時，演說焦慮感受會愈

低。 

 

表 49. 情緒調節、幽默感與演說焦慮的典型相關分析摘要表(N=863) 
典型變項 典型變項 X變項 

χ1 χ2 χ3

Y變項 

η1 η2 η3
情緒調節 演說焦慮感受 .187 .980 -.072
重新評估 -.611 .431 .286 演說焦慮因應 -.904 .017 .428
壓抑 -.075 .515 .482 演說焦慮經驗影響 -.938 -.108 -.329
沈著冷靜 -.832 .090 -.051 抽出變異%         57.705   32.396  9.898 

幽默感 重疊%             19.232    2.387   .075 

生活因應 -.649 .303 -.091
困境因應 -.519 -.480 .562
社交場合創造 -.521 -.417 -.052
一般生活創造 -.631 -.298 .152
抽出變異%     11.575  1.099   .073

重疊%         34.730 14.909  9.524 

ρ²           .333   .074   .008 
典型相關 ρ   .577   .271   .087 
P值         .000   .000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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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演說焦慮各變項與創造力、職業選擇的典型相關 

     

    由表 50典型相關分析結果，可知本研究中有關演說焦慮各變項與創造力、

職業選擇的典型相關分析，共獲得三個典型相關因素。其中，前兩個典型因素達

統計上的顯著水準(p<.05)，其相關係數分別為 r(861)= .548、r(861)= .243。以下

分別就這兩組典型相關的解釋量和結構係數來討論。 

 

1. 就解釋量而言 

 

    在第一組典型相關中，X變項的第一個典型因素 χ1可解釋 Y變項的第一個

典型因素 η1總變異的 30 %，η1可解釋 Y變項總變異的 54.413 %，所以 X變項

透過 χ1可以解釋 Y變項總變異的 16.348 %。 

 

    在第二組典型相關中，X變項的第二個典型因素 χ2可解釋 Y變項的第二個

典型因素 η2總變異的 5.9 %，η2可解釋 Y變項總變異的 23.436 %，所以 X變項

透過 χ2可以解釋 Y變項總變異的 1.387 %。 

     

2. 就結構係數而言 

 

    在 X變項的第一個典型變量中，因素負荷量較高者為演說焦慮因應(.761)、

演說焦慮經驗影響(.942)；在 Y變項的第一個典型變量中，因素負荷量較高者為

創新行為(.857)、創意擴散(.849)、尋求需要公開發表的職業選擇(.735)。所以 X

變項主要是透過這些變項來影響 Y變項。此結果顯示，當個體在演說時感受到

較採用較正向的方法來因應焦慮，並能從中獲得正向影響，則他們的創新行為和

創意擴散情形都較高，也會傾向尋求需要公開發表的職業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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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X變項的第二個典型變量中，因素負荷量大於.40者為演說焦慮感受

(.842)；在 Y變項的第二個典型變量中，因素負荷量較高者為逃避需要公開說話

的工作(.685)。所以 X變項主要是透過這些變項來影響 Y變項。此結果顯示，當

個體在演說時容易感到焦慮，則他們會傾向逃避需要公開說話的工作。 

 

表 50. 演說焦慮各變項與創造力、職業選擇的典型相關分析摘要表(N=863) 
典型變項 典型變項 X變項 

χ1 χ2 χ3

Y變項 

η1 η2 η3

演說焦慮感受 -.539 .842 .013創造力 

演說焦慮因應 .761 .261 .594創新行為 .857 .483 .038
演說焦慮經驗影響 .942 .299 -.151創意擴散 .849 .143 -.262
抽出變異%        17.594  1.709    .021 職業選擇 

重疊%            58.562  28.888 12.550 逃避需要公開說
話的工作 

-.481 .685 .423

尋求需要公開發

表的職業選擇 
.700 -.462 .521

抽出變異%      54.413  23.436   13.003

ρ²                .300   .059   .002 
典型相關 ρ        .548   .243   .041 
P值              .000   .000   .494 

重疊%          16.348   1.387     .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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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演說焦慮、情緒調節、幽默感、 

創造力與職業選擇的迴歸回析 

 

本節的主要目的是對情緒調節、幽默感、演說焦慮與創造力、職業選擇這些

變項進行迴歸分析。 

 

(一) 情緒調節、幽默感對演說焦慮各變項的迴歸分析 

 

首先根據本研究的架構對情緒調節、幽默感、演說焦慮等變項進行初步的分

析，以瞭解情緒調節、幽默感對演說焦慮各變項的預測力。以情緒調節、幽默感

為自變項，以演說焦慮感受為依變項，進行多元迴歸分析。依強迫進入法投入情

緒調節、幽默感的因素來預測個體的演說焦慮感受。由表52可知，在重新評估、

壓抑、沈著冷靜、生活因應、困境因應、社交場合創造等變項都達到.05以上的

顯著水準，這些變項對演說焦慮感受的預測力都是正向的。同時亦考慮各變項共

線性問題，針對變異數膨脹係數(VIF)作檢查，顯示VIF值介於1.095~2.247，判斷

沒有嚴重的共線性問題。而整體的解釋力並不高，僅達8.2 %，達.01顯著水準。 

 

表51. 情緒調節、幽默感對演說焦慮感受的變異數分析表 
變異來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和 F檢定 p-value R平方 
迴歸 2512.412 7 358.916
殘差 27965.615 855 32.708

10.973 .000 .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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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 情緒調節、幽默感對演說焦慮感受的迴歸分析係數摘要表 
變項 標準化係數 t檢定 p-value 共線性VIF
常數  18.670 .000
重新評估 .081 2.087 .037 1.404
壓抑 .141 4.122 .000 1.095
沈著冷靜 -.117 -2.927 .004 1.495
生活因應 .133 3.451 .001 1.390
困境因應 -.161 -3.944 .000 1.555
社交場合創造 -.096 -1.963 .050 2.247
一般生活創造 -.037 -.760 .447 2.201

 

接下來以情緒調節、幽默感為自變項，以演說焦慮因應為依變項，進行多元

迴歸分析。依強迫進入法投入情緒調節、幽默感的因素來預測個體的演說焦慮因

應。由表54可知，在重新評估、沈著冷靜、生活因應、一般生活創造等變項都達

到.05以上的顯著水準，對演說焦慮因應都具有正向的預測力。同時亦考慮各變

項共線性問題，針對變異數膨脹係數(VIF)作檢查，顯示VIF值介於1.095~2.247，

判斷沒有嚴重的共線性問題。而整體的解釋力達27.4 %，達.01顯著水準。 

 

表53. 情緒調節、幽默感對演說焦慮因應的變異數分析表 
變異來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和 F檢定 p-value R平方 
迴歸 8616.957 7 1230.994
殘差 22886.592 855 26.768

45.988 .000 .274 

 

表54. 情緒調節、幽默感對演說焦慮因應的迴歸分析係數摘要表 
變項 標準化係數 t檢定 p-value 共線性VIF
常數  13.689 .000
重新評估 .116 3.369 .001 1.404
壓抑 -.049 -1.619 .106 1.095
沈著冷靜 .290 8.134 .000 1.495
生活因應 .116 3.374 .001 1.390
困境因應 .054 1.491 .136 1.555
社交場合創造 .021 .476 .634 2.247
一般生活創造 .157 3.622 .000 2.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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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以情緒調節、幽默感為自變項，以演說焦慮經驗影響為依變項，進行

多元迴歸分析。依強迫進入法投入情緒調節、幽默感的因素來預測個體的演說焦

慮經驗影響。由表56可知，在重新評估、壓抑、沈著冷靜、生活因應、一般生活

創造等變項都達到.05以上的顯著水準，這些變項中，除了壓抑是負向之外，其

他對演說焦慮經驗影響的預測力都是正向的。同時亦考慮各變項共線性問題，針

對變異數膨脹係數(VIF)作檢查，顯示VIF值介於1.095~2.247，判斷沒有嚴重的共

線性問題。而整體的解釋力達29.5 %，達.01顯著水準。 

 

表55. 情緒調節、幽默感對演說焦慮經驗影響的變異數分析表 
變異來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和 F檢定 p-value R平方 
迴歸 13408.326 7 1915.475
殘差 32062.103 855 37.500

51.080 .000 .295 

 

表56. 情緒調節、幽默感對演說焦慮經驗影響的迴歸分析係數摘要表 
變項 標準化係數 t檢定 p-value 共線性VIF
常數  13.464 .000
重新評估 .081 2.386 .017 1.404
壓抑 -.102 -3.401 .001 1.095
沈著冷靜 .341 9.697 .000 1.495
生活因應 .124 3.649 .000 1.390
困境因應 .014 .382 .703 1.555
社交場合創造 .073 1.692 .091 2.247
一般生活創造 .144 3.386 .001 2.201

 

(二) 演說焦慮對創造力的迴歸分析 

 

根據本研究的架構，對演說焦慮與創造力等變項進行初步的分析，以瞭解演

說焦慮各變項對創造力的預測力。以演說焦慮各變項為自變項，以創新行為做為

依變項，進行多元迴歸分析。依強迫進入法投入演說焦慮感受、因應及影響的總

分來預測個體的創新行為。由表58可知，在演說焦慮因應、演說焦慮經驗影響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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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05以上的顯著水準，它們對創新行為的預測力是正向的。同時亦考慮各變

項共線性問題，針對變異數膨脹係數(VIF)作檢查，顯示VIF值介於1.071~2.056，

判斷沒有嚴重的共線性問題。整體的解釋力達23.4 %，達.01顯著水準。 

 

表57. 演說焦慮各變項對創新行為的變異數分析表 

變異來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和 F檢定 p-value R平方 

迴歸 46.537 3 15.512

殘差 151.951 859 .177

87.693 .000 .234 

 

表58. 演說焦慮各變項對創新行為的迴歸分析係數摘要表 

變項 標準化係數 t檢定 p-value 共線性VIF

常數 5.148 .000

演說焦慮感受 -.033 -1.077 .282 1.071

演說焦慮因應 .104 2.474 .014 1.986

演說焦慮經驗影響 .396 9.240 .000 2.056

 

接下來以演說焦慮各變項為自變項，以創意擴散做為依變項，進行多元迴歸

分析。依強迫進入法投入演說焦慮感受、因應及影響的總分來預測個體的創意擴

散。由表60可知，在演說焦慮感受、演說焦慮經驗影響都達到.05以上的顯著水

準，這些變項中，演說焦慮經驗影響對創意擴散的預測力是正向的，而演說焦慮

感受則是有負向的預測力。同時亦考慮各變項共線性問題，針對變異數膨脹係數

(VIF)作檢查，顯示VIF值介於1.071~2.056，判斷沒有嚴重的共線性問題。整體

的解釋力達21.8 %，達.01顯著水準。 

 

表59. 演說焦慮各變項對創意擴散的變異數分析表 

變異來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和 F檢定 p-value R平方 

迴歸 64.696 3 21.565

殘差 232.080 859 .270

79.820 .000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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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0. 演說焦慮各變項對創意擴散的迴歸分析係數摘要表 

變項 標準化係數 t檢定 p-value 共線性VIF

常數 4.126 .000

演說焦慮感受 -.113 -3.620 .000 1.071

演說焦慮因應 .078 1.834 .067 1.986

演說焦慮經驗影響 .366 8.469 .000 2.056

 

(三)演說焦慮對職業選擇的迴歸分析 

 

根據本研究的架構，對演說焦慮與創造力等變項進行初步的分析，以瞭解演

說焦慮各變項對職業選擇的預測力。以演說焦慮各變項為自變項，以逃避需要公

開說話的工作做為依變項，進行多元迴歸分析。依強迫進入法投入演說焦慮感

受、因應、影響的總分來預測個體的逃避需要公開說話的工作。由表62可知，在

演說焦慮感受、演說焦慮經驗影響都達到.05以上的顯著水準，而演說焦慮感受

對逃避需要公開說話的工作之預測力是正向的，演說焦慮經驗影響則是有負向的

預測力。同時亦考慮各變項共線性問題，針對變異數膨脹係數(VIF)作檢查，顯

示VIF值介於1.071~2.056，判斷沒有嚴重的共線性問題。整體的解釋力達9.7 %，

達.01顯著水準。 

 

表61. 演說焦慮對逃避需要公開說話的工作的變異數分析 
變異來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和 F檢定 p-value R平方 
迴歸 30.853 3 10.284
殘差 285.739 859 .333

30.917 .000 .097 

 

表62. 演說焦慮對逃避需要公開說話的工作的迴歸分析係數摘要表 
變項 標準化係數 t檢定 p-value 共線性VIF
常數 9.548 .000

演說焦慮感受 .247 7.370 .000 1.071
演說焦慮因應 -.010 -.214 .830 1.986
演說焦慮經驗影響 -.130 -2.800 .005 2.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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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演說焦慮各變項為自變項，以尋求需要公開發表的職業選擇做為依變項，

進行多元迴歸分析。依強迫進入法投入演說焦慮感受、因應、影響的總分來預測

個體的尋求需要公開發表的職業選擇。由表64可知，在演說焦慮感受、演說焦慮

因應、演說焦慮經驗影響都達到.05以上的顯著水準，這些變項中，演說焦慮因

應、演說焦慮經驗影響對需要公開發表的職業選擇之預測力是正向的，而演說焦

慮因應則是有負向的預測力。同時亦考慮各變項共線性問題，針對變異數膨脹係

數(VIF)作檢查，顯示VIF值介於1.071~2.056，判斷沒有嚴重的共線性問題。整體

的解釋力達16 %，達.01顯著水準。 

 

表63. 演說焦慮對尋求需要公開發表的職業選擇之變異數分析表 
變異來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和 F檢定 p-value R平方 
迴歸 60.485 3 20.162
殘差 316.799 859 .369

54.699 .000 .160 

 

表64. 演說焦慮對尋求需要公開發表的職業選擇之迴歸分析係數摘要表 
變項 標準化係數 t檢定 p-value 共線性VIF 
常數 5.926 .000  

演說焦慮感受 -.233 -7.201 .000 1.071 
演說焦慮因應 .092 2.080 .038 1.986 
演說焦慮經驗影響 .200 4.459 .000 2.056 

 

(四)情緒調節、幽默感、演說焦慮對創新行為、創意擴散的迴歸分析 

 

根據本研究的架構對情緒調節、幽默感、演說焦慮等變項進行分析，以瞭解

情緒調節、幽默感、演說焦慮各變項對創新行為的預測力。以情緒調節、幽默感、

演說焦慮各變項為自變項，以創新行為做為依變項，進行多元迴歸分析。依強迫

進入法投入演說焦慮感受、因應、影響的總分與情緒調節、幽默感的因素來預測

個體的創新行為。由表66可知，在演說焦慮經驗影響、壓抑、社交場合創造和一

般生活創造等變項都達到.05以上的顯著水準，這些變項對創新行為的預測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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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的。同時亦考慮各變項共線性問題，針對變異數膨脹係數(VIF)作檢查，顯

示VIF值介於1.125~2.263，判斷沒有嚴重的共線性問題。整體的解釋力達40 %，

達.01顯著水準。 

 

表65. 情緒調節、幽默感、演說焦慮對創新行為的變異數分析表 
變異來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和 F檢定 p-value R平方
迴歸 79.456 10 7.946
殘差 119.031 852 .140

56.873 .000 .400

 

表66. 情緒調節、幽默感、演說焦慮對創新行為的迴歸分析係數摘要表 
變項 標準化係數 t檢定 p-value 共線性VIF 
常數 1.156 .248  

演說焦慮感受 -.012 -.413 .680 1.156 
演說焦慮因應 .016 .403 .687 2.118 
演說焦慮經驗影響 .308 7.735 .000 2.257 
重新評估 .056 1.752 .080 1.436 
壓抑 .065 2.317 .021 1.125 
沈著冷靜 -.041 -1.203 .229 1.676 
生活因應 -.001 -.036 .971 1.448 
困境因應 .047 1.419 .156 1.588 
社交場合創造 .090 2.245 .025 2.263 
一般生活創造 .336 8.458 .000 2.241 

 

接著再以情緒調節、幽默感、演說焦慮各變項為自變項，以創意擴散做為依

變項，進行多元迴歸分析。依強迫進入法投入演說焦慮感受、因應、影響的總分

與情緒調節、幽默感的因素來預測個體的創意擴散。由表68可知，在演說焦慮感

受、演說焦慮經驗影響、社交場合創造和一般生活創造等變項都達到.05以上的

顯著水準，演說焦慮經驗影響、社交場合創造和一般生活創造對創意擴散的預測

力是正向的，而演說焦慮感受對創意擴散的預測力是負向的。同時亦考慮各變項

共線性問題，針對變異數膨脹係數(VIF)作檢查，顯示VIF值介於1.125~2.263，判

斷沒有嚴重的共線性問題。整體的解釋力達38.9 %，達.01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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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7. 情緒調節、幽默感、演說焦慮對創意擴散的變異數分析表 
變異來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和 F檢定 p-value R平方 
迴歸 115.535 10 11.554
殘差 181.242 852 .213

54.312 .000 .389 

 

表68. 情緒調節、幽默感、演說焦慮對創意擴散的迴歸分析係數摘要表 
變項 標準化係數 t檢定 p-value 共線性VIF 
常數 1.029 .304  

演說焦慮感受 -.068 -2.377 .018 1.156 
演說焦慮因應 .009 .228 .820 2.118 
演說焦慮經驗影響 .278 6.917 .000 2.257 
重新評估 .019 .603 .547 1.436 
壓抑 -.023 -.808 .419 1.125 
沈著冷靜 -.040 -1.142 .254 1.676 
生活因應 .011 .350 .726 1.448 
困境因應 .054 1.612 .107 1.588 
社交場合創造 .249 6.178 .000 2.263 
一般生活創造 .196 4.885 .000 2.241 

 

    但因考量到實用性及迴歸預測方程式之精簡原則，本研究再利用逐步迴歸分

析法來找出迴歸方程式的最佳組合，以期能在應用上產生實質意義。否則一味地

投入眾多變項導致決定係數之膨脹，並無建設性。於是以演說焦慮經驗影響總

分、情緒調節中的壓抑、幽默感中的一般生活創造及社交生活創造這四個變項當

成自變項，而以創新行為作為依變項，再次進行多元迴歸分析；考慮各變項共線

性問題，針對變異數膨脹係數(VIF)作檢查，顯示 VIF值介於 1.000~2.141，判斷

沒有嚴重的共線性問題。根據表 70顯示，各變項均已達.01之顯著水準，而且對

創新行為皆為正向預測力。整體來說，投入四個變項預測創新行為的整體解釋力

為 40 %，且達.01顯著水準，與投入十個變項的 39.6 %只差不到 1 %，可見將迴

歸預測方程式精簡之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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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9. 演說焦慮經驗影響總分、壓抑、一般生活創造及社交生活創造對創新行為
的變異數分析表 
變異來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和 F檢定 p-value R平方 
迴歸 78.612 4 19.653
殘差 119.876 858 .140

140.664 .000 .396 

 

表70. 演說焦慮經驗影響總分、壓抑、一般生活創造及社交生活創造對創新行為
的迴歸分析係數摘要表 

變項 標準化係數 t檢定 p-value 共線性VIF
常數 1.966 .050

演說焦慮經驗影響 .324 11.442 .000 1.142
壓抑 .067 2.516 .012 1.000

社交場合創造 .108 2.823 .005 2.065
一般生活創造 .347 8.951 .000 2.141

 

    同樣再利用逐步迴歸分析法來找出迴歸方程式的最佳組合，以演說焦慮感

受、演說焦慮經驗影響總分、幽默感中的一般生活創造及社交生活創造這四個變

項當成自變項，以創意擴散作為依變項，再次進行多元迴歸分析；考慮各變項共

線性問題，針對變異數膨脹係數(VIF)作檢查，顯示 VIF值介於 1.082~2.141，判

斷沒有嚴重的共線性問題。根據表 72顯示，各變項均已達.01之顯著水準，而演

說焦慮經驗影響總分、一般生活創造及社交生活創造對創意擴散為正向預測力，

演說焦慮感受對創意擴散為負向預測力。整體來說，投入四個變項預測創意擴散

的整體解釋力為 38.6 %，且達.01顯著水準，與投入十個變項的 38.9%只差不到

1%，可見將迴歸預測方程式精簡之必要性。 

 

表71. 演說焦慮感受、演說焦慮經驗影響總分、一般生活創造及社交生活創造對
創意擴散的變異數分析表 
變異來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和 F檢定 p-value R平方 
迴歸 114.423 4 28.606
殘差 182.354 858 .213

134.595 .000 .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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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2. 演說焦慮感受、演說焦慮經驗影響總分、一般生活創造及社交生活創造對
創意擴散的迴歸分析係數摘要表 

變項 標準化係數 t檢定 p-value 共線性VIF
常數 1.239 .216

演說焦慮感受 -.074 -2.656 .008 1.082
演說焦慮經驗影響 .280 9.566 .000 1.199
社交場合創造 .270 7.005 .000 2.076
一般生活創造 .206 5.255 .000 2.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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