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緒  論 

 

本研究旨在針對現今大學生的樂觀、調節焦點、情緒調節、逆境經驗、恢復力與創

造力之相關進行探討，本章共分為三節：第一節為研究動機與目的，第二節為研究問題，

第三節主要名詞解釋。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在人生的旅途中往往是起伏跌宕，有順心遂意之時處人生之順境，卻亦有挫敗灰心

之際為人生之逆境，而順境往往受人喜愛及歡迎，誰不希望事事能如己意圓滿順利，但

是在現實生活環境下許多波折難免，總有面臨困頓逆境之處遇。但是究竟逆境的定義是

什麼？為人們帶來一個怎樣的經驗？ 我們又如何從中體驗呢？ 

 

2003 年的十一月，十九歲的台大杜姓學生從十樓一躍而下，遺書上寫著：「人生的

意義到底是什麼？我做了這世上我唯一能掌控的一件事。」這個年輕生命的消逝留下了

許多的問號與遺憾，究竟他遭遇什麼樣的挫折對生命失去了嚮往。相對的在十四年前蘇

建銘要展開輝煌的醫生生涯時，因一場車禍奪走了他的視力，他的主治醫生認為：「像

他這樣高學歷的孩子，可能會無法承受這樣的打擊」，但這個無法抗拒的災禍給蘇建銘

明眼人沒有的內心資產。這些無法挑選的困境儲蓄了人生的挫折存摺（陳免，2003）。

吳英璋(2000)也指出重大災難的衝擊必定會帶給個人自我的影響，個人原先的自我能力

如何保存並擴展，個人如何藉此次災難經驗重新建構對自己、世界的信念，並追尋新的

角色與意義，而可安定自在是逆境經驗中所面臨挑戰之課題。磨難並非人們所欲求，但

挫折卻是人生難以避免的，因此個體在覺知逆境及其相關之因應顯得更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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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境是個一般的概念大家幾乎都耳熟能詳，坊間也出版許多相關書籍。最近則是引

起企業界對其予以重視，逆境其實在心理學上和許多名詞疊合如壓力、挫折、威脅、挑

戰、創傷及困難等，不論在一般生活或學術研究中似乎都相互為用。真正以逆境一詞作

深入探討與研究的是 Stoltz博士出版 AQ逆境商數一書，提出 AQ（adversity quotient）

逆境商數的概念，認為 AQ能告知你，自己面對困境和超越困境的能力；AQ預測出誰

能克服逆境，誰會禁不起考驗；AQ預測出誰能發揮潛能，超越期待，誰又無法達到標

的；AQ預測出誰會半途而廢，誰又能堅持到底（Stoltz, 1988/1997）。所以綜上所述 Stoltz

認為 AQ有三種型態模式，第一是 AQ可作為了解成功各層面的新觀念架構，第二是

AQ可提供個體如何因應逆境的型態，第三則是 AQ是以科學為基礎的工具，可用來改

進逆境因應增長個人和未來生涯的整體效率。而 Stoltz也將 AQ和 IQ及 EQ並列為成

功的三大指標，認為 AQ奠基在 IQ與 EQ之上作為預測成功的標的。 

 

近年來國內外也陸續出現相關逆境因應的研究與期刊，如 Jerilee在 1999 年發表大

學生逆境因應與其人格結構的博士論文，為了瞭解和預測大學的成功而有探索的需求，

辨識出學生在基本技能之外的特徵，由此將比較逆境因應和相關的人格特質與概念

（Jerilee, 1997）。Jerilee的基本技能（basic skills）即涉指 IQ，研究者希望發展更適切

預測大學生學業成功的指標 AQ，解釋該心理測量工具及建構其效度。國外目前相關逆

境的研究區分為兩種取向，一種是探求逆境和相關的心理特質恢復力、樂觀、歸因型態

等（Philip, 2003; Bernadette, 2003; Anne, 2002; Beardsley, 2001; Diane, 2000; Linda, 1999; 

Leslie, 1998）；另一種則是探討與比較領導者的逆境因應在管理與領導上之應用（Chao- 

Ming, 2003; Erika, 1999）。而國內在教育和商業管理領域則各有二篇相關逆境因應的研

究，施惠琪（2002）從事成人超越逆境之分析研究，探索影響個人超越逆境的因素；徐

政舜(2004)則以個案研究方式了解超越逆境向上成長學生的經驗。林俊雄（2001）探討

台灣地區連鎖加盟事業經營管理者逆境回應與工作滿足、組織承諾之相關；陳怡霏(2003)

則研究逆境商數與成就動機和工作績效的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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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之國內外的研究取向皆希望能以逆境的相關研究來了解個體獲致成功的

構面，由於傳統的 IQ 不再是預測個體良好適應的單一指標，遂有許多學者欲以補充其

他理論概念，Goleman（1994/1996）提倡 EQ情緒商數認為其與生活息息相關，影響個

體是否快樂、成功。而 AQ又和 IQ與 EQ的關係為何呢？Block和 Kremen（1996）研

究人格和 IQ與 EQ的相關，發現純 EQ和純 IQ是完全不同的人格構面，EQ相關個體

的承諾、責任與同理他人，IQ則和反抗、易怒及波動的情緒相關；Sameroff et al. (1993)

發現累積的壓力可能有隨之降低兒童 IQ的結果，所以 AQ可能影響個體 IQ表現；

Goleman所談 EQ是指感同身受的能力、耐力、控制自我的本能、自我堅持與他人有效

的互動則和 AQ概念較為類似，因而 IQ和 AQ概念則較為不同。所以本研究欲探討 AQ

相關構念及影響因素為何？並由個體面臨逆境時的感受、因應及後續來意義建構探討。 

 

究竟逆境所指為何？中外如何界定與使用呢？首先由中國逆境的概念去探源，辭海

(1998)：『言不如意之境遇。＜宋史‧羅點傳＞：「夫閭閻匹夫，處閨門逆境，容有縱酒

自歌者。」』大辭典(1985)：『不順利的環境、遭遇。＜陸游‧贈湖上父老詩＞：「吾生

行逆境，平地九折卬。」』大陸版辭源(1989)：『不順利的境遇。＜劉過龍洲集七‧泊船

吳江縣詩＞：「逆境年年夢，勞身處處愁。」』辭源(1947)：『謂境遇不順遂也。』綜上

所述中國傳統對逆境的解讀為不順利、不如意的環境或遭遇。而近來大陸亦有專書論及

逆境心理是指個體從事有目的的行動受到主客觀因素的阻礙或干擾，以致使預期的動機

和目的不能實現、需求不能得到滿足時的情緒狀態。可見，逆境是人類的一種心理現象，

而且是個體存在的普遍現象，以負性情緒為主要特徵（孤草，2002）。從中國文化的觀

點論之逆境是個體處在不順利、不如意的環境，心理需求無法滿足而產生負向的情緒。 

 

    Webster字典對逆境的解釋為一種不幸或苦惱的狀態；生病或財產上的打擊；災難

的事件（Miller, 2001），國內英漢字典 Hornby (1983)將逆境解釋為厄運、患難、艱難及

不幸、災難、禍患。而逆境的英文 adversity包含拉丁文字根 vers，字根 vers, vert源出

拉丁文動詞 vertere及其過去分詞 versus，原義即為「轉動、轉變」，這是英文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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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字根，組成的單字極多（許章真，1992）。由 adversity的字根 vers 來看意為生活遭受

改變，而這種改變對個體是負向、厭惡的環境變化，會引起不幸、苦惱的心理狀態。因

此由中外的解釋中皆可發現逆境是個體面臨生活中不如意、不幸的環境變動狀態，促使

個體產生消極、負向的感受。 

 

建構論者認為個體會將遭週事物與生活經驗賦予意義，而逆境亦屬生活經驗一種，

個體應會對其經驗進行意義建構。Frankl (1963)以集中營存活者經驗為例證，多數成功

存活者是能用生活經驗去發現意義。因而處於逆境經驗時個體應能從中去獲尋意義，

Taylor (1983)提出經常處理生活威脅事件的主要方法是從經驗中獲得意義，所以將逆境

意義建構列為探討變項之一。因而本研究想探討面臨逆境時，當事人的感受如何？其如

何予以因應？經歷逆境經驗後獲得怎樣意義建構？將逆境經驗探討分為三部分，個體逆

境感受、因應與意義建構。 

 

逆境是一個不順利的環境變動狀態使人產生負向的情緒感受，所以處於其中的個體

當然想要「恢復」，自從美國的 911攻擊事件和台灣 921大地震後，「恢復力」成為最近

國內外學界相當重視的焦點，2004美國心理學會（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 

APA ）在其網站上發佈 APA的任務主力置於促進回應恐怖主義之恢復力，出版九項概

要的說明文章想要幫助心理學家去促進多樣族群的恢復力，包括成人、兒童、初始反應

者、心理衛生工作者等九大群體，並於 2003 年 9月中成立 http://www.APAHelpCenter.org/

網站提供促進恢復力的相關資訊。台灣也有許多學者進行相關的研究與計畫之推動。恢

復力是描述能成功適應困難或生活經驗的挑戰之歷程與結果，特別是高度壓力或創傷事

件，恢復力是信念、態度、方法、行為或者是生理交互作用之產物，幫助人們在逆境中

過的更好且迅速從中恢復（O’Leary, 1998; O’Leary & Ickovics, 1995; Rutter, 1987）。因此

研究者想進一步瞭解究竟逆境經驗與恢復力關係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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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個體面臨逆境想要恢復的情況下，或許既有思考模式無法予以支持協助其解決問

題，個體會激發創意來解決問題以達成恢復。Bennis和 Thomas（2001/2002）以 25個

70歲以上成功領導者和 18位 20~30歲已經身為傑出領導人為研究對象進行實徵研究，

發現他們都具有磨練的適應力，而其適應力就是運用創造力。Amabile（1996）專門研

究創造力，她指出有創意的人不僅較能容忍渾沌不明的情勢，也能在較長的時間裡考慮

多種選項。所以在一個情況不明的狀態下特別需要創造力，尤其面臨逆境時卻還沒找到

方法恢復情況下，有些人就會像 Bennis和 Thomas所撰寫奇葩和怪傑一書中所描述的發

揮其適應創造力，透過逆境的磨練使他們領受到新的洞見、新的技能與新的心境，逆境

對於他們而言成為一項試煉，在模糊不明確中穩定進而創造無限可能性，像 Bennis和

Thomas的書中就談到李敦白雖在中國被莫名囚禁了多年，但是卻在這樣的逆境中產生

屬於自己創見。因此在面臨逆境時既有之思考模式會受挫遭遇挑戰，而逆境經驗會讓個

體去思考更多的可能性發揮自己創造力。所以本研究想探討逆境感受、因應與意義建構

如何增進個體之創造力。 

 

逆境經驗人人有之，但是在逆境因應的型態上卻存有許多差異，也形成個體未來的

適應與否。究竟造成個體逆境感受、因應與意義建構之差異的原因為何？而樂觀

（optimism）是其中可能的一個影響因素。Carver和 Scheier（2002）認為樂觀者是期望

好事情發生在他們身上；悲觀者則預期壞事情將發生在他們身上，兩者在遇到問題和挑

戰時有所差異，處理方式也隨之而不同，且他們在因應逆境成功與否亦相異。因此可知

樂觀者在逆境中仍然期待好結果的發生能絕處逢生；反觀悲觀者卻可能因為身處逆境而

懷憂喪志。國內學者吳靜吉(1991)修訂 Carver ＆ Scheier的 LOT(Life Orientation Test )

為中文版「生活導向量表」，分析該量表有兩個因素：否極泰來、如己所願。以此觀之

樂觀者對逆境有較積極之信念未來仍有許多可能性自己大有可為。因此研究者想進一步

探討樂觀與逆境經驗間的相關。 

 

 

 5



另一個想探討與逆境經驗相關的變項為調節焦點(regulatory focus)，調節焦點是個

體內在的目標導向，而目標一般而言可分為兩種形式：追求嚮往的結果或是避免討厭的

結果（Carver & Scheier, 1998；Elliot & Harackiewicz, 1996；Higgins, 1997），因此 Higgins

（1997, 1998）將個體目標的調節焦點分為求成（promotion）與避敗（prevention）兩種

取向。逆境被視為一種變動的環境狀態，求成取向的人追求正面結果的出現有積極因應

措施，而避敗取向的人則努力避免負向的結果產生而有消極之因應，兩種取向之人可能

有相當迥異的逆境因應方式，甚至在逆境意義建構上產生不同的詮釋。  

 

每個人會有正負向之情緒，而逆境卻會讓個體產生負向的情緒感受，在本研究的開

放問卷中問及一般大眾面臨逆境的感受為何，則包括沮喪、難受、傷心、無助徬徨等。

理論上，個體一般會對其情緒進行相當的控制，使用廣泛的策略去影響情緒及當時的狀

態（Gross, 1998）。根據 Gross和 John (2003)的研究指出個體會運用兩種情緒調節

（emotion regulation）策略，分別為重新評估(reappraisal)和壓抑(suppression)，重新評估

者會進行認知改變，經歷和表達較多的正向情緒和較少的負向情緒；而壓抑者涉及抑制

情緒表達，經歷和表達較少的正向情緒與較多的負向情緒。不同的人格特質和個別差異

會形成逆境經驗之不同，如先前所談之樂觀和調節焦點，因此本研究想了解運用情緒調

節策略之差異，是否造成逆境感受的不同？又如何影響逆境因應與意義建構。 

 

    人的一生中劃分為許多發展階段及其相關符應的發展任務。Philip和 Barbara 

(1975/1994)將十八至二十二歲劃分為青少年後期，具有整合認同，包括對自身作為性、

道德、政治和職業的參與者的界定達成認同，呈現了特定價值觀的投入，作為日後生活

基礎。而在發展文獻中，許多相關之研究定義好的適應是依據符合其年紀的成功標準行

為，稱之為發展任務的完成（Ann ＆ Marie-Gabrielle, 2002）。因此個體在一生成長的

階段中，因其不同年齡階段有其不同發展任務所需也面臨許多發展的危機，青少年後期

相當台灣現今大學生的年紀，他們過渡在就學與未來生涯抉擇的模糊階段，同時面臨學

業、情感、社團、工作等相關的問題，因此大學生可能從此所需面對之逆境愈趨複雜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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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因此引發本研究想針對大學生這個群體的逆境經驗來進行探討，了解男、女大學

生逆境經驗的感受、因應及其意義之建構。 

 

二、研究目的 

 

綜合上述的種種動機與想法，本研究企圖以大學生的逆境經驗為主軸，其中包括逆

境感受、逆境因應與逆境意義建構，進一步去探討和「恢復力」、「創造力」的關係，以

及與「樂觀」、「調節焦點」、「情緒調節」三個自變項的關係，所形成的研究目的彙整如

下： 

 

1. 了解國內大學生逆境經驗的現況。 

2. 了解「樂觀」、「調節焦點」、「情緒調節」與「逆境經驗」之關係。 

3. 探討「逆境經驗」與「恢復力 」、「 創造力」之關係。 

4. 探討「樂觀」、「調節焦點」、「情緒調節」、「逆境經驗」與「恢復力 」、「 創造

力」之關係。 

5. 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建議，提供大學生的教育、輔導及未來相關研究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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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問題 

 

根據前述的研究動機與目的，本研究所要探討的問題如下： 

 

（一）我國大學生逆境經驗之現況為何？ 

1. 我國大學生的「逆境感受」為何？ 

2. 我國大學生的「逆境因應」為何？ 

3. 我國大學生的「逆境意義建構」為何？ 

（二）大學生的樂觀與逆境經驗之關係為何？ 

1. 大學生的「樂觀」與「逆境感受」關係為何？ 

2. 大學生的「樂觀」與「逆境因應」關係為何？ 

3. 大學生的「樂觀」與「逆境意義建構」關係為何？ 

（三）大學生的調節焦點與逆境經驗之關係為何？ 

1. 大學生的「求成取向」與「逆境感受」關係為何？ 

2. 大學生的「避敗取向」與「逆境感受」關係為何？ 

3. 大學生的「求成取向」與「逆境因應」關係為何？ 

4. 大學生的「避敗取向」與「逆境因應」關係為何？ 

5. 大學生的「求成取向」與「逆境意義建構」關係為何？ 

6. 大學生的「避敗取向」與「逆境意義建構」關係為何？ 

（四）大學生的情緒調節與逆境經驗之關係為何？ 

1. 大學生的「重新評估」與「逆境感受」關係為何？ 

2. 大學生的「壓抑」與「逆境感受」關係為何？ 

3. 大學生的「冷靜沈著」」與「逆境感受」關係為何？ 

4. 大學生的「重新評估」與「逆境因應」關係為何？ 

5. 大學生的「壓抑」與「逆境因應」關係為何？ 

6. 大學生的「冷靜沈著」與「逆境因應」關係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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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大學生的「重新評估」與「逆境意義建構」關係為何？ 

8. 大學生的「壓抑」與「逆境意義建構」關係為何？ 

9. 大學生的「冷靜沈著」與「逆境意義建構」關係為何？ 

（五）大學生的逆境經驗與恢復力之關係為何？ 

1. 大學生的「逆境感受」與「嘗新」關係為何？ 

2. 大學生的「逆境因應」與「嘗新」關係為何？ 

3. 大學生的「逆境意義建構」與「嘗新」關係為何？ 

4. 大學生的「逆境感受」與「恢復力」關係為何？ 

5. 大學生的「逆境因應」與「恢復力」關係為何？ 

6. 大學生的「逆境意義建構」與「恢復力」關係為何？ 

（六）大學生的逆境經驗與創造力之關係為何？ 

1. 大學生的「逆境感受」與「創造力自我效能」關係為何？ 

2. 大學生的「逆境因應」與「創造力自我效能」關係為何？ 

3. 大學生的「逆境意義建構」與「創造力自我效能」關係為何？ 

4. 大學生的「逆境感受」與「創新行為」關係為何？ 

5. 大學生的「逆境因應」與「創新行為」關係為何？ 

6. 大學生的「逆境意義建構」與「創新行為」關係為何？ 

（七）大學生的「樂觀」、「調節焦點」、「情緒調節」、「逆境經驗」與「恢復力 」、「 創

造力」之關係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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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主要名詞解釋 

 

（一）大學生： 

指台灣地區各公、私立大學的學生。 

 

（二）逆境經驗： 

 

逆境經驗是個體遭遇不幸或不順利的情境，進而產生相關情緒的感受、行為的因應

及認知上的意義建構，所以包含「逆境感受」、「逆境因應」、「逆境意義建構」，分別說

明如下： 

 

1. 「逆境感受」是指個體在逆境經驗中產生的情緒，以負向為其特徵。在本研究

中，是指受試者在吳靜吉、蔡雅如（2004）所編之「逆境經驗量表」中，逆境

感受分量表得分的高低，得分越高表示受試者逆境感受程度越強。 

2. 「逆境因應」是指個體在逆境經驗中產生的處理行為與方式。在本研究中，是

指受試者在吳靜吉、蔡雅如（2004）所編之「逆境經驗量表」中，逆境因應分

量表得分的高低，得分越高表示受試者逆境因應方式與行為越高。 

3. 「逆境意義建構」是指個體在逆境經驗後，在認知上賦其經驗意義與詮釋為其

意義建構。在本研究中，是指受試者在吳靜吉、蔡雅如（2004）所編之「逆境

經驗量表」中，逆境意義建構分量表得分的高低，得分越高表示受試者逆境意

義建構程度越強。 

 

（三）樂觀： 

 

Carver ＆ Scheier（2002）認為樂觀者是期望好事情發生在他們身上。傾向於正向

結果之預期。在本研究中，是指受試者在吳靜吉、李澄賢（2003）所編之「樂觀概念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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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得分的高低，受試者得分越高表示其越樂觀。 

 

（四）調節焦點： 

 

     Higgins (1997, 1998) 根據理論與研究提出個體會有兩種不同調節焦點：求成取向與

避敗取向。Lockwood和 Kunda (2002)的研究支持求成取向的個體偏愛追求想要結果，

達成理想的自我（ideal self）；避敗取向的個體偏愛迴避討厭結果，達成應該的自我(ought 

self)。在本研究中，是指受試者在吳靜吉、李澄賢（2003）所修訂自 Lockwood和 Kunda 

(2002)「調節焦點量表（Promotion/Prevention Scale）」中，「求成取向」與「避敗取向」

兩分量表的得分情形。在求成分量表得分越高，表示受試者越傾向求成焦點，而在避敗

分量表得分越高，表示受試者越傾向避敗焦點。 

 

（五）情緒調節： 

 

Gross和 John (1998) 指出個體在運用情緒調節策略上的差異有重新評估和壓抑。

而認知重新評估是認知改變的一種形式，涉及建構一種潛在情緒抽離情況，在某種程度

上改變情緒的影響(Lazarus & Alfert, 1964)；壓抑則是反應調節的一種形式，涉及抑制進

行情緒表達行為(Gross, 1998)。在本研究中，是指受試者在吳靜吉、李澄賢（2003）所

修訂自 Gross和 John (2003)「情緒調節量表（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ERQ）」

中，「重新評估」與「壓抑」兩分量表的得分情形，而在吳靜吉、李澄賢修訂時以台灣

大學生為研究對象進行施測，發現另有「沉著冷靜」的情緒調節策略，即以沉著冷靜來

面對與處理壓力情境。在重新評估分量表得分越高，表示受試者越傾向重新評估，在壓

抑分量表得分越高，表示受試者越傾向壓抑情緒，而在沉著冷靜分量表得分越高，表示

受試者越傾向沉著冷靜來調節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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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恢復力： 

 

恢復力是能從負向經驗恢復的能力，能彈性適應生活持續改變的要求（Block ＆ 

Kremen, 1996）。在本研究中，是指受試者在吳靜吉、蔡雅如 (2004)所修訂自 Block ＆ 

Kremen（1996）「自我恢復力量表（Ego-Resiliency Scale）」中得分的高低，受試者得分

越高表示其自我恢復力越高。 

 

（七）創造力： 

 

包含「創新行為」和「創造力的自我效能」，分別說明如下： 

1. 「創新行為」在本研究中是採用吳靜吉、郭俊賢、王文中、劉鶴龍、陳淑惠和

李慧賢（1996）所編之「創新行為量表」測量大學生的創新行為程度，該量表

係改編自 Scott和 Bruce(1994)依據 Kanter（1988）創新階段的研究及他們對公

司主管焦點訪談所發展之創新行為量表。而 Kanter（1988）認為創新行為必須

有產品或使用有用的觀念和觀念的實踐。所以受試者在創新行為量表中的得分

越高表示越有創新行為。 

2. 「創造力的自我效能」在 Tierney和 Farmer (2002)研究中的定義為個體有能力

去產生創造性結果的信念，該信念即為體創造力的自我形象，包括自尊、自信

和感覺。在本研究中，是指受試者在吳靜吉、李澄賢（2003）所修訂自 Tierney 

和 Farmer (2002)CSES（Creative Self-Efficacy Scale）量表中得分的高低，受試

者得分越高表示其創造力自我效能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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