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共分為七節，第一節探討逆境經驗的概念；第二節探討逆境經驗的相關理論；

第三節探討測量逆境經驗的相關工具；第四節探討逆境經驗的相關研究；第五節探討有

效因應逆境經驗的措施：第六節探討逆境經驗與樂觀、調節焦點、情緒調節的關係；第

七節探討逆境經驗與恢復力創造力的關係。 

 

第一節  逆境經驗的概念 

 

逆境一詞我們時有所聞，經常出現於勵志的警語中鼓勵人們戰勝逆境等等，坊間也

出版許多相關書籍描述逆境經驗和教導適應與超越逆境。看來似乎逆境是人類共通現

象，但是究竟逆境經驗是怎樣的概念？人們是又如何定義逆境？個體的逆境經驗含括哪

些構面？以下研究者就針對逆境經驗概念、相關名詞和構面來作討論。 

 

一、逆境經驗的概念 

 

根據辭海的解釋，逆境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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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逆境是一種不如意的環境、遭遇，但是身處逆

境者卻可縱酒自歌。而中國傳統一般則將逆境視為增能的磨練經驗，孟子：「故天降大

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勞其筋骨，饑其體膚，空乏其身，行拂亂其所為，所以動

心忍性，曾益其所不能。」可見在負向磨練經驗中會鍛造個體能力。司馬遷曾言：「古

者富貴而名摩滅，不可勝記，唯俶儻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周易；仲尼厄而作春

秋；屈原放逐，乃賦離騷；左秋失明，厥有國語；孫子髕腳，兵法修列；不韋遷蜀，世

傳呂覽；韓非囚秦，說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氐聖賢發憤之所為也。此人皆意有所鬱

結，不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來者。及如左丘明無目，孫子斷足，終不可用，退論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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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以書其憤，思垂空文已自見。」諸多聖賢皆是遭受逆境挫折從而成就文學巨著，也常

見中國文人也不知凡幾歷經貶謫而完成傳誦的絕妙好篇。可見中國將逆境視為淬煉人生

的一部份，代表危險和機會結合的象徵。 

 

再從西方的觀點來論，國內一般的英漢字典（如牛津高級英英英漢雙解字典）將逆

境解釋為厄運、患難、艱難及不幸、災難、禍患。同樣是不順利、負向的遭遇。不過西

方卻也將逆境視為人生精神力量拓展的必經歷程。Wholey（1992）在他的「最糟糕的

事已經發生」（When the Worst That Can Happen Already Has）一書讚美當生活似乎沒有

希望時人類存活的精神力量，遲早每個人會遭遇到生活中的逆境，這種經歷是人類經驗

的一部份，重大的艱困完成每個人的生活（major hardship makes its way into everyone’s 

lives）。Tagore(1963/2003)曾寫道：「讓我不要祈禱從險惡中得到庇護，但祈禱能無畏地

面對他們；讓我我不祈求痛苦會停止，但求我的心能征服；讓我不在焦慮的恐懼中渴望

被救，但希望用堅忍來獲得我的自由。」泰戈爾詩句陳述西方面對逆境時自我精神的伸

展，這樣逆境中的正向力量似乎呼應著中國傳統觀點。 

 

就國外相關逆境研究的趨勢來說，美國一般民眾對他人處理和超越痛苦並運用逆境

為成長的方法很著迷，心理學家直至目前相當堅定地聚焦在解釋當個體的行為回應重大

壓力時致病之因，試著了解損害的病癥，記載危機因子和其對健康發展的負向影響。但

近來的需求由易受傷/缺乏（vulnerability / deficit）模式轉移焦點至面臨逆境之成功，這

種聚焦優勢需求和其他兒童發展、社會醫藥和教育的研究者相似(O’Leary, 1998)。而

Silver和Wortman (1980)則認為研究個體遭遇逆境事件或壓力研究大概聚焦在兩個議

題：第一，關心的特定因子，當遭遇厭惡事件時可以降低個體主觀的痛苦，例如壓力事

件個體的評估，第二，關心的議題是暴露在不愉快結果的情境下會導致不愉快的效果，

例如預測暴露在不可控制的壓力下會導致隨後認知和動機的缺陷。不過目前研究第二個

關心的研究議題，也漸漸轉變為迄今心理學家首要重視為挑戰的適應結果，提供另一個

焦點，強調逆境成長和改變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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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年來 Stoltz (1988/1997)提出 AQ(adversity quotient)逆境商數的理論，正式以逆境

作為研究變項，將其廣泛應用於企業界工作效能的相關研究中。而 Jerilee (1999)則是運

用 AQ的測量來探討其與人格變項中神經質、經驗開放、愉悅性和良心的關係。台灣目

前以 AQ 理論為研究的則共有四篇，兩篇在討論逆境商數與工作知能，林俊雄(2001)發

現逆境回應與工作態度相關，提升逆境能力可以增加競爭優勢；陳怡霏(2003)則指出逆

境商數與成就動機和工作績效有顯著正相關。另外兩篇則相關教育與輔導，施惠琪(2002)

以深入訪談探討成人超越逆境的經驗，了解超越的因素與正向改變；徐政舜(2004)運用

個案研究法來了解其逆境成長的經驗內涵，包括逆境來源和逆境向上的主要因素。從台

灣相關研究看來，逆境商數能夠促進相關工作效能表現，身處逆境的個體也可運用相關

策略來達到適應與正向改變。 

 

就上述中西方逆境觀點來看，逆境代表的是負向、不如意的環境和遭遇，但是人們

總會將其視為磨練和成長經驗，從中獲得正向改變和精神力量。國外研究也逐漸由逆境

形成負向影響焦點轉移至挑戰與改變的機會，甚而以提倡逆境商數的概念，來增進個體

逆境適應力，促進工作效能和個體向上成長。 

 

二、逆境經驗的相關名詞 

 

在提及逆境(adversity)此一名詞時，常會和心理學界使用的許多名詞相近。如壓力

(stress)、因應(coping)、創傷(trauma)和犧牲(trauma)等。因此以下將逆境及其相關名詞

分別進行解釋，再綜合加以討論。 

 

Webster (1987)字典將逆境定義為災難或不幸的經驗，痛苦、缺乏或折磨的情境。

其屬於負向經驗亦因而產生負向情緒狀態。在壓力方面 Lazarus和 Folkman(1984)定義

其為，個體與所處理環境之間的一種特定關係，這種關係被個人評估為壓迫或逾越他的

資源，而可能危害到他的幸福。因此壓力是環境對個體形成的壓迫。而因應以 Silver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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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tman (1980)觀點認為是指個體遭遇潛在傷害結果的任何和全部反應，除了外顯的行

為外，還包括認知、情緒反應和心理反應。個體使用的因應方式可能減輕問題或降低不

幸的產生，可能因此被認為是有效的因應；然而因應反應也可能加劇問題或他們自己變

的有問題（如酒精或藥物成癮）。而 Lazarus和 Folkman(1984)則指出因應是處理混亂的

人和環境關係，認知和行為上的努力。所以因應是個體為了處理問題以降低傷害的努

力，包括認知、心理和行為。Resick (2001/2003)將創傷定義為其本質是突發、意想不到

及威脅生存的，超出日常困擾和生活考驗，會造成深刻的反應和持續的症狀。Taylor 

(1983)指出創傷對個體的負向結果，首先代表價值、地位或資源的損失，其次為強烈地

感覺自我控制的失去，最後是伴隨自尊的降低。另外，犧牲者(sacrifice)則被定義為一個

遭受行動、環境、動力（agency）或制約而受到或擁有傷害的人(Morris, 1973)。 

 

因此在本研究中，逆境指稱的概念和上述名詞所指涉極為相似。逆境是來自於壓

力、創傷或犧牲，同時逆境也可能會形成壓力源、創傷或犧牲事件，皆會產生相關認知、

行為和心理的因應，彼此關係是相互扣連。Lazarus和 Folkman (1984)也指出在壓力的

研究上是想確認個體在逆境因應方式上眾多的個別差異。因而在後續進行文獻探討與相

關測量上，會將相關壓力、創傷、犧牲和因應文獻都放入來進行討論。 

 

三、逆境經驗的構面 

 

在逆境經驗的構面中，研究者主要針對逆境的感受、因應和意義建構三方面來進行

相關討論。 

 

（一）逆境感受 

 

感受所指涉的是個體的情緒狀態，一般來說大抵可以分為正向與負向的情緒，而處

在逆境中的個體則大部分是以其負向情緒為特徵，例如憂鬱、焦慮、傷心、憤怒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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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同情緒狀態可能會影響個體認知和行為。心情對個體認知影響在於知覺和判斷，心情

好的人會覺得世界很美好，未來一切光明，心情不好的人則會覺得世界很灰暗、前途茫

茫等李毓娟(1996)。而心情對行為影響則關乎其行為導向。負向情緒是撤退行為導向的

組成抑制系統，藉由抑制的行為來遠離困擾，卻導致痛苦與不想獲致的結果。相反地，

正向情緒是接進行為導向組成促進系統，會導引個體朝往情境和經驗，會得到愉悅和籌

賞(Watson, Wiese, Vaidya & Tellegen, 1999)。因此正向情緒狀態較有利個體功能，在逆境

中雖以其負向情緒為特徵，但在不同種類感受及其強度上會有不同的影響，因此本研究

便想了解個體逆境感受差異。 

 

（二）逆境因應 

 

當遭遇問題或限制時，個體會圖謀解決之道，而處於逆境時亦是如此，個體會尋求

相關之道加以因應。例如 Taylor(1989)認為個體會運用系統和選擇性的評估來幫助挑戰

後的適應成功，一個人會對照真實的情境和對其嚴重威脅時，可能發生的一般回應，在

對照時真實的是無法獲得，也許可以創造維持正向的幻覺，一個成功的指引可能是透過

認知的方式調節壓力影響的能力。O’Leary (1998)則提出成功必須多方面決定的，由個

人和社會因素支持。個體和社會因子是健康的預防、恢復和維持中被認定是重要的因素

(Adler & Matthews, 1994; Rodin & Salovey, 1989)。個人資源方面，Siegel(1986)寫下有關

他所工作的卓越癌症病患，他談述到在奮鬥中個人資源的調動，在這些病患中目標相當

清楚，不只是存活和恢復還包括成功，找到生活中嶄新或是更新層的意義；社會支持則

是另一項顯然對健康有直接與間接的效果，個體有越多社會支持越不容易受到壓力事件

影響，更容易維持生理和心理健康，社會關係尤其對女人成功是重要的關鍵，在人生過

程中女人在壓力時表現較多運用社會支持的傾向 (O’Leary, 1998)。 

 

（三）逆境意義建構 

雖然逆境是負向事件，但是藉由個體的意義詮釋與建構，可以發展正向積極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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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會藉由正向觀點來再架構負向事件發現生活的正向意義，將原本事件注入新的價

值，追求和維持實際的目標(Folkman, 1997)。Thompson (1985)指出人們家庭在遭受火災

破壞後立即被訪查至一年後，預測在創傷事件中發現正向意義和較佳因應相關，與責備

他人較少相關，研究中聚焦在五種積極方面，發現獲益面(finding side benefits)、進行社

會比較(making social comparisons)、想像更糟糕情況(imagining worse situation)、忘記負

向(forgetting the negative)和重新定義(redefining)， 聚焦在厭惡事件的積極面，使得整體

經驗較不消極，排除了責任和指責的歸因需求。Collins, Taylor和 Skokan (1990)研究顯

示對於癌症犧牲者而言，可由日常不同領域的活動覺知獲益，未來計畫與目標、對自我

和世界的觀感和人際關係。Tedeschi, Calhoun和 Gross (1993)認為成長來自生活危機相

關的痛苦和掙扎。O’Leary和 Ickovics(1995)重大的損失或存在的危機事件震撼了一個人

生活的基礎，喚來個體對目的、意義或認同的問題，這些事相當極端因為它們對勇敢的

回應提供最大的機會。 

 

許多研究者認為建構故事是個自然的歷程，幫助個體了解他們的經驗和自己本身，

形成故事的歷程整合思想和感覺允許個體以連貫的方式組織事件，給他們一種對生活可

預測和控制的感覺，研究指出重新回憶或重述創傷和個人的艱困事件是因應歷程中的一

個重要部分（McAdams, 2001; Pennebaker, 1997; Thorne, 200）。Pennebaker(1997)累積許

多的證據認為說出創傷經驗的故事能在心理和生理獲益，個人以調和方式書寫創傷經

驗，這樣整合的方式允許相關的困擾的經驗消退，幫助處理情緒效果的經驗，痛苦事件

不再以狹窄方式組織，能夠對負向想法的持續經驗和創傷事件感覺做出貢獻。個體能形

成調和統整的敘述，由悲劇獲得洞見，學習許多關於自己和周遭的世界，比起其他無法

創造統整敘述。Folkman其及同事發現即使在最黑暗的時刻，許多 AIDS的看護者會在

與他們生病同伴的互動中發現積極的意義(Folkman, Chesney, & Christopher- Richards, 

1994)，在照顧嚴重生病同伴的脈絡中創造意義，依靠的是擁有積極強烈的信念和重視

提供照顧的重要性，維護生病者的尊嚴或成功地迎接挑戰，知覺挑戰的重要性對決定個

體如何回應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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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逆境經驗的理論 

 

逆境經驗在前節相關名詞的探討中，顯示可能與壓力、因應、創傷和犧牲相關，因

此本研究會引用此範疇與逆境經驗相關之理論來了解和分析逆境，企圖藉由相關的理論

來認識個體於逆境經驗中可能之感受、因應與意義建構。在相關理論的探討上研究者整

理了九種理論，並利用三種取向來加以劃分，此三種取向分別為 Selye (1976)的一般適

應症候群、Seligman (1975)的習得無助觀點和 Frankl (1963, 1984)的人對意義探求。 

 

Selye (1976)的一般適應症候群是以壓力反應的階段來予以解釋，因此劃分為該取

向的理論主張個體在面對壓力時會呈現階段性發展。Klinger (1975, 1977)刺激分離理論

將與刺激分離後的回應分為憤怒懷疑階段、憂鬱階段與恢復階段。另外Wortman 和

Brehm (1975)提出整合模式階段為控制期待、攻擊與憤怒和消極與沮喪階段。Shont (1965, 

1975)危機反應理論則探討震驚、效能和撤退三個階段。 

 

Seligman (1975)的習得無助觀點是討論個體在經歷不可控制事件或情境之後的消

極表現，是以逆境中個體覺察控制與否觀點來出發。因此歸納為該取向的理論側重探討

逆境中個體控制層面。在 Thompson (1981)的控制分類論中，將個體分為行為、認知、

訊息與回顧四個種類控制。此外 Rothbaum (1982)提出個體在初級控制失去後尋求次級

控制，包括預測、幻想、替代和理解四種次級控制。Stoltz (1988/1997)逆境商數理論則

以四大構面為重點，逆境中所知覺的控制、起因和責任歸屬、影響力及持續。 

 

Frankl (1963, 1984)的人對意義探求是在了解人類會在逆境中找尋與發現意義，個體

會藉由逆境來自我建構相關價值觀點。Taylor (1983)認知適應理論提出人在創傷事件後

可以回到甚至超越先前心靈層次，並以幻想和選擇性評估來因應。Janoff-Bulman (1983, 

1991) 個體深層改變一般模式認為個體會整合犧牲獲致改變。此外，Hobfoll (1989,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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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源保存理論主張個體能夠形成一種資源增強循環。總結上述理論歸入於該取向中皆

因其論點重視逆境經驗後個體獲得自我成長與增能。 

 

本節一共探討歸納於三種取向下的九種相關逆境經驗之理論，包括：刺激分離理

論、整合模式、危機反應理論、心理控制評估分類理論、自我控制兩因子模式、逆境商

數理論、認知適應理論、個體深層改變一般模式及資源保存理論。研究者將這些理論彙

整如下： 

 

一、Selye一般適應症候群(General adaptation syndrome) 

 

Selye (1976)提出壓力反應的一般適應症候群，包括三個階段：警覺和動員階段、

抗拒階段及衰竭階段。警覺和動員階段是對壓力源的最初反應，可能會持續幾個小時，

此階段中壓力激素被動員起來。抗拒階段時反應系統被活化以使身體恢復恆定，抗拒階

段會持續幾天或幾個星期。不過假如壓力源持久不退或反覆出現，可能產生衰竭階段，

影響身體和心理的健康。因此處於逆境中個體也可能出現這樣階段性之發展。而下述隸

屬該取向的理論則同樣以階段性劃分來闡釋逆境經驗。 

 

（一）刺激分離理論（Incentive-Disengagement Theory） 

 

Klinger (1975, 1977)主要興趣是關心人們在各種刺激（incentive）或目標上(goal)變

得堅定（commit）和從中分離(disengage)，對目標的承諾會影響個體注意力型態、訊息

處理和思維內容，他主張當負向的生活事件移除或阻礙某一個特別目標時，個體會經歷

和他們本身認知、感覺和行為解離的有次序過程和可預測的結果。所以這樣與所注重刺

激的分離形成一種逆境，而個體對刺激承諾影響著逆境經驗相關線索處理。 

 

而依據這個理論，Klinger認為人們一開始回應阻礙或目標失敗的威脅時是有活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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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達成目標的努力會變得更有力量或迅速，且專注力會變得更強烈，如果對維持刺激

的這些初始反應不成功的話，個體會逐漸變得沮喪和憤怒，他或她的行為會變得更死

板、幼稚和更多的攻擊性，這一個階段的特徵是懷疑或憤怒的反抗。在持續但未能達成

結果的失敗行動下，個體開始放棄他們的追求，這個階段稱為憂鬱階段（depression 

phase）可想而知它的特徵是悲觀（pessimism）和冷漠（apathy），Klinger指出沮喪是歷

程中的正常部分，藉此個體將自己從刺激中分離，隨著人對刺激承諾的慢慢消失，得到

它的念頭亦如此，它對他或她思考或幻想的影響也降低，隨著時間消逝，刺激變成人生

活中越來越小的部分，直到完成從失去中恢復，他或她能經驗到更長時間的愉悅感。因

此個體初始經驗逆境時是激勵具有活力但隨即產生懷疑與憤怒，歷經憂鬱情緒後，漸漸

將自己與刺激分離而達成恢復。 

 

（二）整合模式 (Integrative Model ) 

 

Wortman和 Brehm (1975)建立一個模式和 Klinger的激勵（invigoration）有些類似—

沮喪結果，該模式主要焦點置於人們在自由和控制被剝奪的時候如何回應。Silver 和

Wortman(1980)對於適應歷程（adjustment process）有共通之假定，他們相信發生的危機

情境之因應有普遍的反應如震驚或沮喪，人們經歷處理不想要事件（undesirable life 

event）的情緒回應階段，而這個危機終將被解決。而 Brehm（1966）建立心理抵抗的

理論（psychological reactance）認為當自由行為被限制時，人們會反應敵意、憤怒的情

緒且增加動機去獲得考慮中的結果，這個理論和研究的支持明顯地和習得無助的模式不

一致，這個方法預測暴露在缺乏控制結果下的個體變得被動和沮喪，後續表現出動機缺

乏和主動問題解決的喪失（Seligman, 1975）。因此Wortman和 Brehm致力建立一個整

合模式以解決兩個模式的衝突，決定激勵或沮喪發生時的特別準確狀態，他們從抵抗理

論來延伸，主張個體回應不可控制結果特徵和強度是依據對結果控制的期望和結果的重

要性。換句話來說，對逆境經驗結果控制的期望與結果對個體重要與否，將影響回應逆

境經驗的特徵與強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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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模式提出個體對期望的預測能影響重要結果，因為失去控制導致獲得結果的動

機增加，與攻擊和憤怒行為；然而控制的期待隨著人們重複卻失敗改變情況的企圖而降

低，當個體停止嘗試改變結果繼續暴露在此，會導致動機的低落、消極和沮喪。一開始

對控制的期望越高，人在放棄前會有更多的控制行為，在放棄後將變得更沮喪。Wortman 

和 Brehm模式和 Klinger 類似的是提出激勵—沮喪為反應結果，不同於 Klinger的是他

們沒有假設激勵一般先於沮喪。此模式在企圖整合決定激勵或沮喪發生的中介變項，控

制期待影響這些反應的特徵與強度。 

 

（三）危機反應理論 (Theory of Reaction to Crisis)  

 

Shont(1965, 1975)認為當個體企圖因應嫌惡結果（aversive outcome）時會經歷一個

連續階段，然而他提出的順序在個體上是具有相當之差異，不同先前描述的理論，Shontz

認為個體回應和解釋訊息的方式是在危機開始前，在這段時間任何不尋常特徵有被解釋

的效果為某事存在或不具威脅。一旦危機無可避免的變得清楚，Shontz相信第一個反應

是震驚（shock），如果危機發生缺乏警告時震驚則特別容易觀察的到，但發生的程度還

是端視每個危機的實際狀態；隨著初始的震驚另一個遭遇階段是效能（efficiency），依

據 Shontz這階段的特徵是疏離的感覺和思考及行動的意外效能；而緊接著的下個階段

現實可能是壓倒性的，個體表現缺乏能力去計畫、思考或積極參與問題的解決去改善情

境，個體經歷全然的無望、缺乏組織和痛苦，因為這個時期是如此強烈，個體開始顯露

迴避的型態 Shontz稱作撤退（retreat），在這個階段個體會拒絕危機的存在或其嚴重的

牽連，然而當過去時間仍為現實阻礙，人們學到他或她無法由結果的無限牽連逃開，個

體會緩慢地破壞他或她的防衛試圖去一點一滴地處理來現實。由 Shontz 理論來看，個

體面臨逆境時首先是感受衝擊與震驚，隨後會產生行為效能來處理，但隨著現實的阻礙

個體會逐漸顯露撤退的迴避來逃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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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ntz模式最獨特的特徵在於視適應的結果為由遭遇危機到撤退的連續轉換歷

程，撤退提供未來短暫的運作基礎，讓人們在失敗時為了安全可以撤退。每一次個體面

臨現實挫折的發生會感覺焦慮、挫折和沮喪，Shontz認為這種感覺並不一定為不適應，

而可能為正向心理成長的前兆，這些階段是慢慢推進的直到當適應變得差不多完成而忽

視，逐漸降低的焦慮和逐漸增加的滿足感使個體能重新意識價值，會省視自己和危機獲

得更穩定的觀感。所以 Shontz的危機和適應似乎像光譜兩端，由遭逢逆境一端開始產

生負向感受，可能藉由撤退以逐漸轉換而移至光譜另一端達到適應。 

 

二、Seligman習得無助觀點(The Learned Helplessness Approach)  

 

這個模式起源於 Seligman (1975)在 Pavlovian恐懼制約（fear conditioning）上與似

人類的研究成果，發現暴露於不可控制的震驚導致後續的消極與表現缺陷。當研究者開

始在人類上測試這個模式，卻在研究上存在不一致，暴露於難以解決的問題、不可控制

的干擾爆炸或震驚，不一定如模式所預測的導致消極、表現降低或沮喪心情（Miller & 

Norman, 1979 ; Roth, 1980）。在這些資料的偏誤下，研究者開始觀察無助效果非起源於

厭惡刺激的不可控制，而是來自個體對厭惡刺激的詮釋方式（Dweck & Wortman,1980）。

Abramson, Seligman和 Teasdale (1978)提出再形成的模式，他們認為無助效果的特徵是

依據人們面對不可控制結果所做的原因歸因。根據 Abramson et al.歸因可依據三個角度

分類：內在（internality）、穩定(stability)、全面(globality)。因此回應不可控制結果存有

差異，起源於對刺激的詮釋與歸因，面臨逆境時個體後續可能出現消極、沮喪，但卻也

可以選擇其他較佳表現。而下述隸屬該取向理論就以逆境經驗控制觀點來進行探討。 

 

（一）心理控制評估分類理論（The typology of control） 

 

Thompson（1981）提出控制分類論，將其分為行為（behavioral）、認知(cognitive)、

訊息(information)、回顧(retrospective)四個種類控制，控制被定義為個體處理反應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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念能影響事件嫌惡的部分，並進行相關文獻的回顧討論各種控制對嫌惡刺激的反應，四

種控制大略簡述如下：(1)行為控制：擁有行為反應可獲取之信念能影響事件厭惡部分，

可以終止事件、使其較少可能性、強度或改變持續時間，行為反應獲取能降低事件負向

部分事前的焦慮和預期的生理覺醒，如果他們有行為控制機會將容忍更多厭惡刺激，此

外行為控制能降低情境中任務表現的阻礙，也減輕暴露於負向事件後分裂結果，然而在

經歷真實刺激壓力或困苦卻沒有顯示一致結果，這是所提出的一個問題，行為控制如何

影響刺激痛苦程度？(2)認知控制：擁有認知策略可獲取之信念能影響事件厭惡部分，

在研究中有多種認知策略分類是非常需要的，如逃避（avoidant）和非逃避（nonavoidant）

之策略（Lipowski, 1970），逃避策略使人忽視、拒絕、解離和使個體由事件分離，非迴

避策略透過強調敏感、反思和試圖控制生理或認知反應以聚焦事件，認知控制對負向事

件經驗有一致的積極效果，能減輕預期的焦慮、降低刺激影響且促進事後結果，而策略

的有效程度需依賴情境特徵；(3)訊息控制：意指負向事件可能接收者的溝通傳遞，其

訊息內容和傳遞有多種形式，但事件相關的訊息接收和事件反應之間沒有直接關係，訊

息意識可能經驗一些有益效果，但並不一定降低自陳痛苦，歷程中訊息並不可能影響事

件壓力性，訊息並不一定能提供控制感； (4)回顧控制：意指對過去事件原因的信念，

這裡所談並非所經驗控制的感覺，而是曾發生事件原因的歸因，不幸的因應似乎依靠部

分對事件賦予意義，視自我為事件原因作為一種由其中獲取意義方法，這不只是事件能

被賦予意義，可能是該意義相當重要，而不必是控制意識。Thompson 理論提供控制與

壓力關係部分探討。 

 

Thompson et al. (1993) 研究中指出控制知覺和成功適應有強烈的關係，在關係中控

制類型貢獻最多的是在相關壓力結果中獲得精熟（情緒反應和身體症狀），而非個體覺

知能逃避壓力，覺知控制和非適應間關係成顯著，是最可能在測量中加上神經性或負向

情緒控制，覺知控制的適應性不只反應缺乏精神病理，還反應控制知覺和心理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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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我控制兩因子模式（Two-process model of perceived control） 

 

Rothbaum (1982)認為許多證據顯示個體強烈重視和不願意放棄控制的知覺，而無助

論和缺乏控制理論的學者都解釋許多「內在」（inward）行為（消極、退縮和服從）是

放棄知覺控制的象徵，他們注意內在行為經常伴隨歸因於能力的限制、運氣和重要他

人，這些歸因暗示缺乏控制。相反地我們認為這些歸因和行為反映出一般常被忽視知覺

控制的一種型態，人們不只是試圖藉由環境和他們希望一致獲取控制（初級控制; 

primary control），也透過他們和環境的力量一致（次級控制: secondary control）。四種被

視為次級控制的表現形式：(1)歸因於嚴重的能力限制能作為預測控制（predictive 

control）去避免失望，消極和撤退的行為反映試圖抑制無法實現的期望；(2)歸因運氣反

映幻想控制（illusory control），從人們經常解釋運氣為一種個人的特徵等同於能力，個

體歸因於運氣可能在技術情境中表現消極和撤退，保留精力和情緒的投入允許他們利用

所知覺力量的情境，那樣稱為幸運；(3)歸因重要他人容許替代控制（vicarious control），

服從有力的領導者、團體有時候能使個體參與他們的力量；(4)所有前述的歸因會促進

理解控制（interpretive control），個體會尋求理解和從無法控制的事件中獲取意義而去

接受他們。 

 

無助感和缺乏控制的學者在知覺控制的概念上是相似，主要都強調行動和結果一致

性（Seligman, 1975; Rotter, 1990），個體改變環境以符合自我需求的能力，也就是個體

的行動必須導致世界改變，和多數不可控制的學者相異，我們確信控制是兩段歷程而非

一段歷程，第一個歷程涉及試圖改變世界以符合自我需求，這個歷程是較顯著以初級控

制稱之。次級控制希望強調試圖去符合世界和隨潮流浮動，當此歷程顯著時以次級控制

稱之。而使用初級和次級觀點的原因如下：(1)反映一般初級歷程比次級歷程受到較多

的重視；(2)出現和缺少有力控制媒介（agent）差異之觀點，如果自我具有力控制媒介

則是初級，如果較有力的控制媒介是公認的，自我控制是次級；(3)使用初級和次級觀

點是他們在控制歷程中時間順序描述的差異，次級控制最可能發生在初級控制失敗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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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次級控制使用如下所述：(1)預測控制：歸因嚴重能力限制和消極、撤對的行

為，經常伴隨這些歸因是反映個體對預測控制的努力，個體正確預測無法控制的事件，

因此避免無法實現的期望激起缺乏控制能力的覺知，這種調適自我期望和行為以符合艱

困環境是次級控制的例證；(2)幻想控制：有些個體不去尋求精熟情境，也不努力去操

縱環境，反而試圖結盟與依靠運氣的強大力量，他們傾向顯現多樣的內在行為，特別是

在精熟情境的消極和退縮，他們傾向尋求運氣的情境，當負向事件發生時因為運氣他們

傾向有更多的反應，客觀缺乏控制的情境促進這些個體對次級控制的覺知與需求；(3)

替代控制：歸因有力的他人和歸因於運氣一樣，他們允許和更強大的力量相關，雖然替

代控制有時候為有幫助的結果，它經常顯示出在自我權利功能的結束，個體有時候和他

人相關只是為了分享他人控制的心理，然而替代控制和認同與去個人化的特徵相似，個

體沈浸一種自我意識為了增加和更有力實體的接近聯繫的意識；(4)理解控制：被認為

是意義和理解的追尋，因為它和已經談過其他種類的控制相關，理解控制的分析做為文

章的總結，先前段落所談論的所有歸因這裡再被談論，這些歸因我們認為幫助個體發現

事件的意義因此加以接受。 

 

（三）逆境商數（Adversity Quotient; AQ）理論 

 

Stoltz (1988/1997)提出逆境商數（AQ），認為其有三種型態，首先 AQ是作為了解

和加強成功各層面的新觀念架構；其次是 AQ測量你如何回應逆境的標準，可以估量統

計、了解並改變此種模式；最後 AQ是以科學為基礎的工具，可以用來改進面對逆境的

方法，因此也能改進個人和專業生涯的整體效率。所以 AQ是上述三種要素之結合，也

就是新知識、新方法和新工具三者結合運用。 

 

而構成 AQ的三大理論基石 Stoltz認為是認知心理學、神經生理學和精神神經免疫

學。認知心理學認為挫折是源於自己、無法控制、範圍廣大而時間持久的人，往往會受

逆境折磨，而認為挫折屬於一時不順、影響有限、是源自外在的原因，努力便能影響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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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的人，則能夠繼續向前；對逆境的反應會影響個人的效率、表現和成功；人以持續的

下意識反應回應逆境；如果未經阻止，這些模式一生中都會保持不變。神經生理學談到

腦部有理想的結構，能夠形成習慣；習慣可以立即被打斷，並且改變；個人對逆境反應

的習慣可以被打斷並且立即改變；如果經過刻意改變，就可以揚棄舊習慣，接納新習慣。

精神神經免疫學提出如何回應挫折和身心健康有直接關係；控制力是健康長壽之鑰；如

何回應挫折（AQ）會影響免疫功能、手術後的恢復能力，以及罹患重病的機率；對逆

境的消極反應模式會造成沮喪。 

 

AQ理論建基於前述三大理論之上，由C、O2、R、E四種要素組成，分別為控制

（control）、起因和責任歸屬（origin, Or & ownership, Ow）、影響力（reach）及持續

（endurance）。控制是個體在逆境經驗中所知覺的控制力，能否掌握和控制逆境情況，

Stoltz認為這種控制力主要出自內在，依人而異，而控制高的人覺得能掌控生活中的種

種事件，因此會採取行動，於是更有掌控的力量，如是良性循環。覺知控制是行動的主

要依據，因為當人們能獲得某些結果時才有行動的動機（Bandura, 1997）。起因是個體

認為逆境原因為何，是自我或者外在因素所造成的，責任歸屬則是個體對逆境經驗負責

的態度，是否願意承擔責任來採取行動。Stoltz提出起因和責任歸屬越高，越有可能把

成功視為自己努力的結果，把逆境當成外在因素所造成，懂得不必要的自責，也看得清

自己的責任。影響是認為逆境經驗在空間上對於個人生活影響有多廣，個體會不會擴大

逆境影響範圍。Stoltz指出把挫折視為特定的事件，就越能限制逆境範圍，越覺得自己

有能力處理，不致驚慌失措。持續是意指逆境經驗在時間上所可能持續長短，逆境會不

會成為難以改變的事件。Stoltz認為視挫折為暫時現象，不久就會消失，而且不太可能

再現，會有較健全的心態，逆境總會過去的想法會支持你不屈不撓，迎接最大的挑戰，

衝破難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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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Frankl人對意義探求(Men’s searchinh for meaning) 

 

Frankl (1963)以其在集中營的經驗，認為人可以從生活中獲尋意義，人有超越現實

存在的精神自由，能在人生的緊要關頭顯現出來，如生死交關的極限情況，人不能免於

生物、心理環境各種因素的限制，但對於這些限制，人可以永遠保持自己抉擇態度的自

由。Frankl (1984)認為生命每一件事都具有意義，包括遭受傷害或災難。May (1980)認

為如此威脅潛在或基本假設會有不良後果：「人類焦慮的特質是來自人是價值動物的事

實，以符號和意義觀點來詮釋生活和世界，就是這些價值的威脅引起焦慮，特別是個體

對自我存在所持有的基本價值。」 

 

（一）認知適應理論(Theory of cognitive adaptation) 

 

Taylor (1983)在人類心理最令人印象深刻的其中之一是成功地承受個人創傷的能

力，雖然嚴重的挫折如個體疾病或家族成員的死亡，大部分面對如此打擊能達到等同先

前生活品質或幸福層次甚至超越他們原先滿足層次。Taylor提出威脅事件（threat event）

的認知適應理論，該理論認為當個體經驗悲劇事件或挫折時，他們以認知適應的效果來

因應，使得他們能回到或超越先前心理功能的層次，這議題大約是包括這些適應的發生

如找尋意義（a searching for meaning）、獲取精熟的努力(an effort to gain mastery)、增強

自我的企圖(an attempt to enhance self)，意義在認知歷程中被強調是為了經驗尋找一個原

因的解釋，圍繞挫折重建人生意義，重新思考自我態度和優勢去建構更滿意的生活路

線；精熟特別是涉及在威脅事件獲得控制的努力，藉由相信個體擁有控制在更廣泛的生

活且藉由行為的努力控制威脅相關事件；自我增強是為了提高自我和維護自尊的努力，

會從經驗中建構個體優勢，如比較其他較不幸的他人和聚焦在能使個體顯得富裕（well 

off）所擁有的情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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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認知重建大部分依賴幻想（illusion），而這信念沒有事實的依據或要求以特別

方式看待已知事實，幻想在過去被輕微的蔑視，在心理學的社群中幻想和防衛等同認為

是臨床興趣的開端，視為無知、靜態對於學習行動是無效的，即使在文獻中幻想需求是

個一般的議題，其通常被描述為自我輕信的特徵當作天真和可悲(Lazarus, 1981)。相反

地，幻想能有個動態的力量能同時保護和促進建設性的想法和行動，如同在沮喪和自我

清晰的文獻，一般認知歷程和行為可能依賴幻想內容程度，而看事情清楚的能力與沮喪

和靜止相關，因此和阻礙適應相去甚遠，幻想對適當的因應是重要的。 

 

另外 Taylor (1983) 提出選擇性評估作為犧牲因應之觀點 (selective evalua- tion as a 

response to victimization)，探討嚴重生活威脅之犧牲者利用認知機制使自己去犧牲化，

犧牲者回應負向狀態是以選擇性評估自我和所處環境的方式來自我增強，五種選擇性評

估以降低犧牲機制如下。(1)和較不幸他人作社會比較(making social comparisons with 

less fortunate others)： 向下的社會比較是降低犧牲有力的方式，透過比較犧牲者會覺得

有許多人比自己差，自我不會遭受憐憫和貶損，如此之比較主要是維護自尊，也同時滿

足訊息和動機需求；(2)選擇性注意使自己展現優勢的特質(selectively focusing on 

attributes that make one appear advantaged)：第二種策略是選擇比較歷程中使自己較為有

利的面向，強調他們會出現較他人為佳之特質；(3)創造假設、較糟之世界(creating 

hypothetical, worse worlds)：這種創造較糟世界有兩種可能性，其一為想像自己或事情

更糟的情況，的確會使個體覺知現在所處狀態還不差，另一則為想像接下來可能發生的

較糟結果，可以使個體對事件後續產生準備的一種方式；(4)由犧牲事件中獲益

(construing benefit from the victimizing event)：由傷害中獲得益處之能力通常是要能從經

驗中發現意義，由犧牲事件中獲益不只是發現某個積極面，犧牲者經常由經驗學習獲得

意義來大大豐富他們人生；(5)製造基準適應規範使自己適應表現傑出(manufacturing 

normative standards of adjustment that make one’s own adjustment appear exceptional)：一般

通常很難了解犧牲事件的因應基準為何，個體會利用此種訊息孤立，來製造和自己比較

基準適應規範，他們不尋求自我因應真實評估作為良好因應證據，而製造適應基準規範

 29



來定義自我適應傑出展現。 

 

（二）個體深層改變一般模式(General model of personal change) 

 

Janoff-Bulman (1991)在多種犧牲族群的研究結果中，包括強暴、嚴重車禍、離婚和

很早失去所愛的人，Janoff-Bulman認為在犧牲反應下有一個普遍的心理歷程無論為何

種犧牲者，犧牲的創傷是最能了解強烈挑戰對於犧牲者關於自己和世界的基本假設，在

許多基礎的假設中我們所持有的信念關於自我價值（self-worth）和世界的意義

(meaningfulness)與善意(benevolence)，這些假設會隨著犧牲經驗改變，以面對

（confrontation）、抗拒（resistance）、驗證（validation）、整合（integration）歷程觀點

來了解。 

而此四段歷程觀點為：（1）面對在犧牲所導致改變中：極端負向事件扮演攻擊犧牲

者基本假設，焦慮、困惑和沮喪的強大感覺在犧牲後立即會經常體驗，反應犧牲者認知

情緒的危機，犧牲者假設的世界有完全崩潰的潛在危機，和先存假設不合這個世界的經

驗資料不是善意或有意義或者犧牲者沒有自我價值，危機是深刻的因為基本假設被攻

擊，在我們概念系統中有穩定和連貫的需求，然而犧牲經驗讓人們質疑提供他們穩定和

連貫的假設。（2）抗拒在犧牲所導致改變中：否定是犧牲非常一般的反應，通常涉及對

已發生創傷事件的懷疑，或缺少對負向事件嚴重性的認識。他們犧牲的現實太具威脅了

以致於無法突然而立即地面對，犧牲者透過早期否定的使用對抗威脅訊息，雖然這經常

在精神病學的文獻中被認為是不適應，否定事實上卻可能在犧牲者因應歷程的早期階段

扮演適應的角色，否定藉由允許犧牲者慢慢由創傷中復原防止整體精神耗竭，極度焦慮

和困惑可以降低。在犧牲中個體的改變不是自由尋求而為施予的，極端地來說負向事件

發生而來自經驗的資料強烈地挑戰舊有假設，這些基本假設的改變受到抗拒，不是因為

新的假設較為負向，反而是因為舊有系統的穩定及建立和穩固多年，新的成為嚴重的威

脅。一般來說，否定會隨時間降低，犧牲者會辨認出他們的經驗和整合新資料工作的真

實價值。（3）驗證在犧牲所導致改變中：犧牲提供犧牲者不尋常的新資料，這些資料包

 30



括世界不總是好的事實、有些事情沒有意義、好人也不能避免不幸，在極端負向事件中

新資料的有效性是被極度詢問的，現象學上的有效性相當高，犧牲者的經驗太鮮明、情

緒被制約以致無法忽視或驅離，創傷事件非讀自書籍或報刊或其相觀的人，而是犧牲者

強烈和直接的體驗。我們透過直接體驗這些事件改變我們的基本假設，或是經由其他我

們相當親近卻曾犧牲人們的間接體驗，在這些事件中移情的反應能使事件的情緒真實且

個體改變的來臨，在犧牲中有效性不是一個有問題的歷程，犧牲者知道（情緒和經驗）

來自他們經驗資料的真實價值。（4）整合在犧牲所導致改變中：犧牲的餽贈經常是改變

人們所假設的世界，犧牲者的基本假設被異常資料挑戰，抗拒是屬於一般使用的拒絕隨

著時間消失，這些資料太真實無法被長期的否認，它們必須被處理、運作且在某層次上

整合至犧牲者假設的世界，犧牲的因應涉及重建關於世界和自己可施行的基本假設，能

給予犧牲經驗解釋，這不是簡單的工作，假設是基本的討論來自犧牲者假設世界的基

礎，更進一步來說為達到建立可實行假設，犧牲者不只被激勵解釋新負向經驗的需求，

還有適當安置犧牲者先前的假設，人們拒絕在概念系統作改變，然而犧牲者無法忽視似

乎不協調、有力的負向經驗。 

 

Janoff-Bulman (1983)另提出瞭解犧牲者後反應的理論觀點（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reactions to victimization），雖然特別犧牲會不同，但出現一般心理回應

跨越廣泛種類的犧牲者，這提出了犧牲者心理的困擾大部分來自對所持有相關他們本身

與世界假設的打擊，三種假設的改變作為犧牲結果：個體不受傷害的信念，知覺世界是

有意義的，對自我的正面觀點。因應犧牲呈現涉及重建個體假設世界的歷程，在文章對

這個議題介紹之後，將整合討論被犧牲者使用的特別因應策略。每天人們依據基本假設

和個體理論運作，提供他們設定目標、計畫活動和規範行為，這概念系統隨時間建立，

提供我們對自己與環境可施行的期待。犧牲使我們對假設世界的一些基礎假設產生懷

疑，如此會傷害我們原來功能的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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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對世界之假設包括：(1)不容易傷害的假定(the assumption of invulnerability)：「這

不可能發生在我身上」，我們每天存在一個基礎的運思「不受傷害幻想」，人們高估生活

經驗正向結果的可能性低估經驗負向事件的可能性，不受傷害的知覺可能是不適應，如

果它阻礙人們採用有效的預防行為，經歷犧牲打擊不受傷害的假定，個體不再說這不可

能發生在我身上，犧牲者不再覺知自己是安全的與環境無危險，他們經歷一個有惡意的

世界。(2)世界是有意義 (the world as meaningful)：一個基本的信念是我們世界的事件是

可理解和有次序的，「我們的世界會具有意義」，對我們來說建構社會理論能使我們對特

殊事件作說明，例如我們相信人們會得到所應得，這樣公平的動機相當深且強烈，事件

違反我們應得的期望成為極端的問題，世界對認為自己是小心謹慎和好人的犧牲者不再

具有意義，缺乏意義不必然來自犧牲者無能力看見犧牲的目的，相反地，在犧牲中發現

目的是使世界變的具有一點意義的因應方式。(3)正向自我知覺(positive 

self-perceptions)：人們一般在這些假設下運作，認為自己是有價值、正直的人，他們維

持一個相當高層次的自尊，犧牲的經驗導致對自我知覺的嚴重質疑，犧牲的創傷激起負

面的自我意象，他們知覺自己是無力、無助且面對超過他們能控制的力量，除了脆弱的

自我知覺外，犧牲者易於經歷一種偏差的觀念，他們被不幸所挑選且建立他們與其他人

不同，這種偏差的自我知覺會增強個體是沒有價值和脆弱的負面自我意象。 

 

整合個體作為犧牲者的經驗，涉及重寫關於自我和世界的假設，使得它們符合個體

的新資料，特別是受傷害、意義和自尊範圍的假設需要被檢視、改變和重新審查，直到

個體的犧牲和概念系統相符，而犧牲者有效因應如下：(1)重新定義事件(redefining the 

event)：重新定義事件可以減少對個體假設世界的威脅，藉由事件的重新定義，犧牲者

假設的世界不會受威脅而卻能維持，事件不會被評估為嚴厲犧牲的例子，亦不會覺知成

有害的壓力。顯然地，個體如何評估犧牲影響犧牲成為壓力和威脅作用的程度。(2)內

在精神的回應-讓事件具有意義(intrapsychic responses – making sense of event)：因應歷程

的一個重要層面是試圖讓個體經驗具有意義，在犧牲中尋找意義，使事件具有意義的一

種方法是從中發現若干目的，如果犧牲能被視為提供目的，犧牲者就能重建一個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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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可理解世界的信念。(3)行為反應(behavioral responses)：一旦個體定義其為犧牲者

和該情境為犧牲，他們可能從事特別行動去適應他們所做的新定義，直接的行動能提供

犧牲者環境控制的意識，因此能降低新發現傷害的知覺，犧牲後直接行動的擴展將促進

個體安全和控制感的重建，對犧牲者的影響可能相當正面。 

 

（三）資源保存理論(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COR) 

 

Hobfoll（1989）定義心理壓力為對環境反應，來自於覺知資源實際損失或或面臨

威脅所產生之壓力，資源導向模式植基於人們努力去保留、保護和建立資源的假設上，

當他們重視的資源被潛在地威脅或實際損失時。涵括四種資源種類：物件（object）如

提供人遮蔽的房舍，連結社經地位代表抗拒壓力因子；狀態（condition）像婚姻和資歷

提供他們對抗潛在壓力的洞察；個體特性（personal characteristics）個體對世界導向、

正向自我知覺和技巧；能量（energies）如時間、金錢和知識幫助其他種類資源之獲取。

Hobfoll認為壓力來自改變、變遷所帶來的資源損失，個體會使用其他資源予以替代，

為因應而使用資源本身也是相當具有壓力，如果在因應中消耗的資源超過結果之獲益，

因應結果將會是負向稱為損失循環（loss spirals），也就是缺乏資源試圖使用的其他資源

卻產生自我挫敗之行為；同樣地，個體因為資源的獲得而使進一步獲益成為可能，形成

獲益循環（gain spirals）。 

 

因此資源評估成為相當重要角色，包含「注意焦點之轉移」和「資源再評估」兩點，

注意焦點之轉移方面，個體會藉由重新解釋威脅為挑戰來保留訊息(Kobasa, 1979)，人

們在特定情境的觀點中，可以聚焦在他們所獲得，非而他們可能失去的，而這種類型之

轉變無法傳奇的發生在所有壓力中(Hobfoll, 1985a)，每天壓力並非清楚正向或負向，而

個體評估使其有存在之可能性；資源再評估是人們藉由重新評估失去和被威脅資源的價

值，進而對抗損失意識，如資源的貶值是為了抵抗他們損失挑戰中相關自我和世界基本

概念影響。個體對資源獲得皆有所期待，即使沒有經歷壓力，個體仍會被激勵去獲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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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這個動機驅使個體投入資源以豐厚資源聯合，將使他們遠離未來的損失和增進狀態

貢獻如愛、熱誠和自尊，都依靠個體投入的目標和方向；但 COR也預測當投入沒有得

到好的回應，人們將會經驗此為損失，這種損失是期待和展望獲得之損失，Hobfoll認

為資源損失要比資源獲益更強而有力，而防止損失要比獲得利益更形困難（Hobfoll & 

Lilly, 1993）。Aldwin, Sutton和 Lachman (1996) 偏向理論擴大模式（deviation amplific- 

ation model）提出為較差改變促動非適應循環，而為較佳改變引起增強適應循環。Billings,  

Folkman, Acree和Moskowitz (2000)研究發現 AIDS照顧者不止因角色負擔有負向影

響，也發現在回應失去所愛痛苦歷程的心理承擔有正向獲得。因此在逆境經驗中，資源

損失和獲得可能同時發生。 

 

Hobfoll, Johnson, Ennis和 Jackson (2003) 以 714位都市女性為研究對象，了解女性

精熟和社會支持資源改變，歷經九個月後與沮喪和憤怒改變的關係，個人和社會資源的

獲得或損失都和沮喪與憤怒相關，資源損失和沮喪、憤怒這種苦痛情緒的增加相關，資

源獲得則和苦痛情緒降低相關，個人和社會支持的損失也中介物質損失對沮喪和憤怒的

影響，資源損失和惡化的經濟環境形成的負面影響遠大於資源獲得和改善經濟環境所形

成的正面影響。 

 

 

四、小結 

 

就適應階段論來看，個體剛面臨壓力、挑戰時，首先是知覺壓力源，接續產生

Klinger(1975, 1977)所描述懷疑、憤怒或是 Shont(1965, 1975)談及的震驚反應，似乎較相

關個體負向的情緒狀態。而後可能為 Seley(1976)所稱之動員階段，會具體產生因應如

Shont也指出個體可能會產生意外之效能。不過有些人卻因此而憂鬱、衰竭，Silver和

Wortman(1980)認為其間之中介為個體對控制之期望，也就是對控制結果之期待及其對

本身之重要性決定影響力。而經歷負向經驗時撤退是否為不適應之反應，Shont則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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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退提供未來短暫的運作基礎，可以慢慢適應來降低焦慮，因此個體或許會利用調適轉

移做法提供未來適應基礎。 

 

當陷入無助失去控制感時可能形成個體的逆境經驗，而我們可能會試圖努力去尋求

新的控制，Thompson(1981)認為控制分為行為、認知、訊息和理解四方面，利用行為反

應、認知策略、訊息傳遞甚至是歸因或信念來控制嫌惡刺激之影響。但當個體無法控制

環境獲得一致時，Rothbaum(1982)指出我們正失去初級控制，不過人們會透過和環境的

力量一致來獲得次級控制，而以往被認為較不適應預測控制、幻想控制、替代控制和理

解控制，其實也是一種強調與環境符合來獲致適應。而控制感觀點的延伸為個體對負向

事件的自我評估，Abramson, Seligman和 Teasdale(1978)提出個體會依內在、穩定與全面

進行歸因，Stolt(1997)並以此發展 AQ談及控制、起因、責任歸屬和影響力，這些都相

關個體在逆境時自我評估與歸因，而此評估與歸因會隨之影響逆境感受與因應狀態，是

否有信心和能力去做改變和影響。 

 

Frankl(1984)認為生命每一件事都具有意義，包括遭受傷害或災難，這賦予逆境經

驗正面價值與肯定，Taylor(1983)也提出個體經歷挫折時，認知適應效果能使其回到甚

至超越先前的心理層次，認知適應就包括找尋意義，重新思考自我態度和優勢進而建構

更滿意之生活。在面臨逆境時多少對世界之假設瓦解，但 Janoff-Bulman(1991)卻指出假

設雖隨逆境經驗改變，最終將被整合於自我世界。人有異於萬物貴在其精神心靈之發

展，而內在精神回應是重要因應資源，Hobfoll(1989)認為人們藉由重新評估失去和被威

脅的資源之價值，進而對抗損失意識。逆境經驗的再詮釋與架構，使個體動員內在精神

資源，進行驗證與整合，並內化為生命體驗與智慧。 

 

此三種取向提供不同面向來看逆境經驗，階段論以逆境事件對個體產生階段性發展

之劃分，從感受情緒之衝擊或接受到因應行為之產生，隨之可能產生相關憂鬱或獲致適

應，大抵上個體會產生負向感受、因應及後續消極退縮，卻也可能達到適應。其中 Sil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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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Wortman(1980)談到控制期待中介影響。而另一取向為個體對逆境經驗之評估與歸因

則以控制觀點出發，人們會透過各種控制方式或次級控制歷程來影響逆境經驗，而可能

評估面向有控制、起因、責任歸屬和影響力。在逆境經驗意義取向中，則以認知適應來

將逆境經驗整合至個體世界中，在發現意義歷程即形成內在資源來適應環境甚至獲得超

越。因此本研究逆境經驗探討重點綜合上述理論觀點出發，分別探討個體逆境經驗中相

關之感受、因應及可能之意義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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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逆境經驗的測量 

 

在逆境經驗相關測量上，符應先前理論探討及歸結之研究方向，因以相關逆境評估

的面向、因應舉措及意義建構之測量三大焦點為主。本研究將介紹三個相關逆境評估的

測量，分別為逆境反應表、逆境反應表學生版與因應面向量表，討論四種面臨壓力、逆

境時相關因應之量表，包括：因應方式檢核表、日常因應測驗、因應量表、因應策略指

標，除此之外，再簡介兩個相關逆境意義建構之壓力後成長量表，分別為壓力相關成長

量表與創傷後成長量表。 

 

（一）Adversity Response Profile (ARP) 

 

逆境反應表(ARP)由 Stoltz (1988/1997)所編制的。ARP是個體逆境之反應即為其AQ

之分數，由控制、起因、責任歸屬、影響和持續五個要素所構成，因此 ARP有 30道題

目其中 20題是負向事件，10題是正向事件，分別測量任兩個要素，由於 ARP是測量

逆境反應所以只加總負向事件分數。量表採李克特氏（Likert）五點量表來計分，選項

由無能為力到能完全控制、我到其他人或事、不必負責到負完全責任、和我生命的所有

層面都有關到只限於此事件、永遠存在到不會發生。五個要素加總後的分數越高顯示受

試者擁有較佳逆境因應。 

 

此份量表具有不錯之信效度，在信度方面，ARP各分量表信度分別是控制為.77、

責任歸屬（含括起因）為.78、影響為.83、持續為.86，而總量表信度為.86。而效度方面，

ARP各分量表與總量表和個體成就自評相關皆達.01顯水準。Stoltz認為 AQ分數的分

佈呈現「鐘形曲線」，大部分的人是居於中間位置，而非兩端。因此 AQ 不是只區分為

高或低，而是有其連續性，每個人在 AQ上會有程度的差異，但絕非是兩極之劃分，

AQ的分數是促進個體對自我逆境因應的了解，而非以低、中、高的 AQ 來將自己分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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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Adversity Response Profile: Student Version 1.0 (ARP-ED) 

 

逆境反應表學生版(ARP-ED)是 Jerilee（1999）修訂 ARP使其適用於大學生，他將

ARP描述工作環境用語改為教育環境用語，使其較符合學生經驗適於使用。ARP-ED包

含 14道題目，每題皆測量控制、起因、責任歸屬、影響和持續五個要素，其中 10題描

述負向事件，4題描述正向事件，只加總負向事件各五個要素分數為總分 AQ。量表採

李克特氏（Likert）五點量表來計分，選項則和 ARP相同。而 ARP-ED得分越高表示受

試者逆境因應較佳。 

 

就 ARP-ED的信度而言，各分量表中的控制為.60、影響為.86、持續為.75，總量表

為.74有不錯之信度，但其起因和責任歸屬因題目各只有五題，因此以皮爾森公式

（Spearman-Brown formula）校正為.28至.44和.40至.57，Jerilee認為責任歸屬信度尚可

接受，而起因信度較有問題，且和其他分量表呈現負相關因此將之刪去。另就其效標關

連效度而言，Jerilee將 ARP-ED與 NEO PI-R作相關顯著性檢驗，控制和愉悅性（agree- 

ableness）中的信任（trust）呈正相關，和神經性(neuroticism)中的憤怒敵意（angry hostility）

與易受傷（vulnerability）呈負相關；影響和開放性(openness)中的行動開放(openness to 

actions)呈正相關；持續和開放性中的行動開放及良心(conscientiousness)中的盡責

（dutiful-ness）、自律（self-discipline）呈正相關。 

 

（三）Dimensions of Stress Scale (DSS) 

 

壓力面向量表由(DSS)Vitaliano, Russo, Weber和 Ceulm (1993)所編制的。此量表是

壓力多向度測量，共有 24道題目，12題為正向題，12題為反向題。分別測量控制

(control)、新奇(novelty)、持續(duration)、原因(causality)、預測(predictability)和重要性

(salience)六個向度，都各有四道題目。計分方式利用李克特氏五點量表，選項從非常不

同意到非常同意。在信度方面，第一次研究 Cronbachα值由 .58到 .86，第二次研究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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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67到 .83，除了預測量表外其他都 α值都大於 .70以上，還算不錯。就效度而言，

因素分析結果能解釋 63.4%變異量，且顯現出假設向度的六個因子，效標關連效度則以

問題焦點因應、情緒焦點因應和憂鬱三個量表來進行迴歸探討，預測、新奇和原因能正

向預測問題焦點因應，原因和持續正向預測情緒焦點因應、控制則負向預測情緒焦點因

應，重要性和原因正向預測憂鬱、控制則負向預測憂鬱。 

 

（四）Ways of Coping Checklist (WCC) 

 

因應方式檢核表 (WCC) 為 Folkman和 Lazarus (1980)所發展編制的。WCC包含 68

個廣泛描述行為和認知因應策略的題目，運用專家評定予以分類，其中 27題分為問題

焦點（problem-focused; P），41題則為情緒焦點（emotion- focused; E）。受試者要在心

理想像處一個特定壓力情境下，是否會使用所描述的因應方式，選項為二元計分，有或

是沒有使用該項描述方式，得分越高表示受試者使用問題焦點或情緒焦點的因應策略越

高。在WCC信度方面，問題焦點為.80、情緒焦點為.81，有良好內部一致性。就效度

而言，因應策略會隨脈絡情境產生差異，在工作事件中與問題焦點因應產生高度相關，

而健康事件與漸增情緒焦點因應相關；且男性較喜愛使用問題焦點因應，女性則較喜歡

使用情緒焦點因應。 

 

Folkman和 Lazarus在 1985 年以大學生為樣本重新修訂WCC為WCQ（Ways of 

Coping Questionnaire），使用因素分析方式分析題目因素結構，產生八個分量表共 42題，

分別為問題焦點因應有 11題、六個屬情緒焦點因應 24題和一個為混合問題與情緒焦點

因應（尋求社會支持）有 7題，而情緒焦點因應六個量表各為如己所願（wishful thinking）

5題、疏離（distancing）6題、著重正向（emphasizing the positive）4題、自我責備

（self-blame）3題、降低緊張（tension-reduction）3題、自我隔離（self- isolation）3題。

量表改採李克特氏四點量表來計分，選項由沒有使用到經常使用，得分越高顯受試者越

會使用認知、情緒或尋求社會支持的因應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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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度方面，問題焦點 α=.85、如己所願.84、疏離.71、著重正向.65、自我責備.75、

降低緊張.56、自我隔離.65、尋求社會支持.81。就效度來說，不同因應策略可以預測到

不同的壓力情緒如威脅（threat）、挑戰(challenge)、傷害(harm)和獲益(benefit)，像如己

所願和尋求社會支持就預測到威脅情緒。 

 

（五）Daily Coping Inventory (DaCI)  

 

日常因應測驗由 Stone和 Neale (1984)所編制的。此一量表包含八個分量表，分別

為分散（distraction）9題、情境重新定義（situation redefinition）9題、直接行動（direct 

action）10題、宣洩（catharsis）6題、接受（acceptance）5題、尋求社會支持（seeking 

social support）5題、放鬆（relaxation）6題和宗教（religion）5題，共有 55個題目。

各量表得分越高，就越可能採用該項因應策略。就信度而言，分散 α=.71、情境重新定

義 α=.60、直接行動 α=.64、宣洩 α=.49、接受 α=.53、尋求社會支持 α=.59、放鬆 α=.45、

宗教 α=.86，Stone和 Neale認為部分量表信度不佳原因可能是因為和其他量表相關較

高，如分散題目置於放鬆錯誤率達 20%。就效度而言，男性使用直接行動顯著高於女性，

女性則使用較多的分散、宣洩、尋求社會支持、放鬆和宗教；因應策略亦與個體評估層

面相關，如控制與宣洩、接受有顯著相關，改變與宣洩、尋求社會支持、放鬆和宗教相

關，時間長短(length)則和分散、宣洩、尋求社會支持、放鬆相關。Stone和 Neale希望

藉由 DaCI發展每日使用的因應測量，因為他們認為因應是動態歷程隨時間改變，要允

許個體記錄每日經驗和對其評估，才能了解因應在壓力或逆境事件的可能作用與結果。 

 

（六）COPE Scale (COPE) 

 

因應量表(COPE)由 Carver, Scheier和Weintraub (1989)所編制的。COPE用三個向度

測量人們回應壓力的不同方式，包含問題焦點因應、情緒焦點因應和較無用（less useful）

因應方式，問題焦點有五個分量表積極因應(active coping)、計畫(plan)、壓抑另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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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ression of competing activities)、克制因應(restraint coping)和尋求工具社會支持

(seeking of instrumental social support)；情緒焦點分為尋求情緒社會支持(seeking of 

emotional social support)、正向詮釋(positive reinterp- rettation)、接受(acceptance)、拒絕

(denial)和轉向宗教(turn to religion)；較無用因應則有情緒集中和發洩(focus on and 

venting of emotions)、行為解離(behavioral disengagement)和心理解離(mental disengage- 

ment)。COPE包含十三個分量表，都各有四道題目，總共 52題。藉由李克特氏四點量

表來計分，選項從我通常不會這樣做到我通常會這樣做，得分越高表現受試者越可能會

在壓力或逆境中使用該項因應策略。 

 

在 COPE信效度方面，其內部一致性信度介於.45~.92，再測信度則介於.46~.86（八

週後）。就效度來說，COPE因應策略和數個選擇的人格測量達顯著相關，如積極因應、

計畫與樂觀呈正相關，行為和心理解離與樂觀呈負相關；積極因應、計畫、正向詮釋和

耐受性（hardiness）呈正相關，行為解離和拒絕與耐受性呈負相關；積極因應、克制因

應和正向詮釋與焦慮成負相關，拒絕、情緒集中和發洩、行為和心理解離與焦慮呈正相

關。Carver, Scheier和Weintraub (1989)探討個體因應屬特質型態或情境限制，發現與受

試者特質型態相比，回憶的情境中較少使用積極因應、尋求工具社會支持、正向詮釋、

轉向宗教和行為解離。人格特質和因應型態在情境因應中都扮演重要的角色，而此角色

是相互補充而非競爭（McCrae & Costa, 1986）。 

 

（七）Coping Strategy Indicator (CSI) 

 

因應策略指標(CSI)由 Amirkhan (1990)所編制的。此一量表包含三個分量表問題解

決(problem solving)、尋求社會支持(seeking social support)和避免(avoidance)，都各有 5

題，共有 15個題目。量表採李克特氏三點量表來計分，選項由經常使用來處理特定事

件到沒有使用。得分越高顯示受試者越會使用該類因應策略。在信度方面，問題解決

Cronbachα=.84、尋求社會支持為 .93、避免為 .89，再測信度則各為 .83、 .80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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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週後）、.77、 .86、 .79（八週後）。就效度方面，CSI與WCQ 量表間有顯著相關；

問題解決、尋求社會支持與社會支持量表中的總體支持呈正相關，避免和支持滿意度呈

負相關；又問題解決與缺乏控制、壓抑感覺和憂鬱量表呈負相關；尋求社會支持與壓抑

感覺呈負相關、與憂鬱呈正相關；避免則與憂鬱呈正相關。 

 

Amirkhan編制 CSI目的是為了發展更有效的因應策略分類方式，一個存在的問題

是分類策略中常有高度相關存在（Morris & Engle, 1981; Stone & Neale, 1984），Amirkhan

利用三階段因素分析的方式，讓大量因應反應成為三種主要策略，由原先蒐集的 161

種不同反應題目，縮減成最具指標性的 15題，讓受試者易於填答。和大多數測量一樣，

它想了解對真實世界壓力的特定反應，而非典型因應的信念或對假設事件的預期反應

(Miller, 1987)。且由 CSI信效度可看出，Amirkhan三種因應策略分類方式相當適宜。 

 

（八）Stress-Related Growth Scale (SRGS) 

 

壓力相關成長量表(SRGS)由 Park, Cohen和Murch (1996)所編制的。此一量表包含

50個題目，分別反映三種正向改變社會關係(social relationship)、個人資源(personal 

resources)和因應技巧(coping skill)。量表採李克特氏三點量表來計分，請受試者回想過

去對自己最有壓力事件，再評定所描述項目符合程度，選項由完全不符合到相當符合，

得分越高表示受試者壓力相關成長越高。就信度而言，其內部一致性為 .94、再測信度

為 .81（兩週後）。就效度而言，內在信仰、社會支持滿足、負向事件壓力性、正向詮

釋與接受因應和最近正向生活事件數量能顯著預測壓力相關成長，而 SRGS也與樂觀、

正向情緒、社會支持數量與滿意度達顯著正相關。一個存在議題為壓力相關成長是否為

社會期許或只是適應幻想而已呢(Taylor & Brown, 1988)？Park, Cohen和Murch 發現

SRGS與社會期許量表無相關，且於其研究中受試者本身與其親友評定 SRGS達顯著正

相關，壓力相關成長屬真實客觀存在而非社會期許或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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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The Posttraumatic Growth Inventory (PTGI) 

 

創傷後成長量表由 Tedeschi和 Calhoun (1996)所編制的。此一量表共有 21道題目，

分別為五種類型成長，和他人連結(relating to others)7題、新的可能性(new possibilities)5

題、個人力量(personal strength)4題、心靈改變 2題(spiritual change)、珍惜生活(apprec- 

iation of life)3題。採用李克特氏六點量表來計分，由在我危機中從未經歷這樣改變到在

我的危機中經歷非常大這種程度改變。在信度方面，總量表內部一致性為 .90，再測信

度為 .71（兩週後）。而效標關連效度方面，總量表和各種成長與樂觀呈顯著正相關，

總量表和心靈改變與宗教參與呈顯著正相關，總量表和各量表與人格中外向性呈顯著相

關，總量表、新的可能性和個人力量與人格中經驗開放成顯著正相關，總量表和他人的

連結與人格中愉悅性成顯著正相關，總量表和個人力量與人格中良心成顯著正相關。另

外，總量表和分量表與人格神經性無顯著相關存在，在社會期許方面只有和珍惜生活有

顯著負相關。 

 

（十）小結 

 

在相關逆境評估測量中，Stoltz (1997)將反應區分為控制、起因、責任歸屬、影響

和持續五個要素，藉由個體評估描述負向情境之語句，來瞭解其對逆境經驗之歸因。

Jerilee (1999)則將其修訂應用於大學生之族群，而另一個 Vitaliano, Russo, Weber和

Ceulm (1993)所編製之壓力面向表，探討面向包括控制、新奇、持續、原因、預測和重

要性。這些測量是由個體對逆境經驗之評估切入，測量各個可能歸因的面向，而積極正

向之評估與歸因在量表驗證中也發現與個體成就自評有正相關，與正向人格特質亦呈顯

著正相關，且預測因應方式及憂鬱情緒，因此逆境正向的評估與歸因影響個體逆境之適

應及感受。 

 

另一個測量探討重點是相關個體在壓力、逆境時的因應型態，Folkman和 Laza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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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因應方式檢核表區分出問題焦點因應及情緒焦點因應，其後於 1985 年重新修訂

時再增列混和問題及情緒焦點因應即指尋求社會支持。而 Carver, Scheier 和Weintraub 

(1989)的因應量表則延伸為問題焦點、情緒焦點及較無用之因應方式，Carver, Scheier 和 

Weintrau劃分出逆境中較無效因應策略，且校標驗證中與焦慮呈正相關卻與耐受性呈負

相關。Stone和 Neale(1984)的日常因應測驗基於因應是動態歷程之假設，提出每日記錄

逆境因應之概念方能瞭解因應之作用，包含八種可能使用之策略而未將之分類，而該量

表存在問題為內在相關過高，可能策略之間有部分重疊性。Amirkhan(1990)則利用三階

段因素分析方式改進前述量表高度相關之問題，而將所蒐集 161題縮減成具指標性的

15題，發展為問題解決、尋求社會支持和避免三種因應策略之指標。由上述各個因應

量表看來，大多聚焦於瞭解逆境經驗中個體所實際採行之因應策略。 

 

而在相關逆境意義建構量表中，Park, Cohen和Murch (1996)指出三種正向改變之測

量包括社會關係、個人資源和因應技巧，而壓力成長存在之議題為是否屬個體社會期許

或適應幻想，然 Park, Cohen和Murch發現壓力成長與親友評定達顯著相關，而與社會

期許無顯著相關存在，顯然個體適應之建構是確實存在。Tedeschi和 Calhoun (1996)所

編制的創傷後成長量表，則分為五種類型成長，和他人連結、新的可能性、個人力量、

心靈改變及珍惜生活，在效標驗證中也發現這些逆境經驗之意義建構與正向的人格特質

有顯著相關，包括樂觀、外向性、經驗開放與愉悅性等，顯示壓力成長與適應特質關連。 

 

總結逆境評估量表強調個體在面對逆境時可能評估之面向，而此評估與其後所採取

之因應或適應與否存在相關。在逆境因應測量上則由先前大方向之因應策略分類與逐項

條列之題目，漸漸轉變為指標性的因應描述，因此本研究在後續因應量表編制時，可能

遵此方向進行。再者，逆境意義建構的相關量表也顯示出個體主觀意義詮釋的適應作

用，卻同時為客觀評定之存在，因此意義建構是確實存在且與適應特質相關，為瞭解台

灣大學生在壓力、逆境時的成長情形，其後也會利用開放問卷蒐集題目，編制逆境經驗

意義建構量表以進行後續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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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逆境經驗相關研究 

 

根據研究者在心理與精神病學（PSYCINFO）資料庫的統計，有關逆境的相關研究

從 1990 年至 2004 年，約有 203篇以逆境為標題的研究在各大期刊中發表，另外從西文

碩博論文 ProQuest Digital Dissertations(PQDD)的資料庫中也發現從 1990 年至 2004 年約

有 53篇以逆境為標題的學位論文。這些數據是用「adversity」為標題(title)所搜尋的，

尚未包括一些與逆境有連結的資料，足見逆境概念已經受到相當重視與討論。反觀國內

期刊與學位論文的資料則顯得較缺乏，除了教育和商業管理領域的四篇碩士論文，較少

從事相關之研究。 

 

研究者針對逆境的相關研究做進一步的統計與分類。在 200多篇西文期刊中，其中

約有 57篇在討論逆境與社會功能(social function)的研究，有 36篇在討論逆境與生理健

康(health)的關係，也有 32篇在研究逆境與心理情緒(emotion)之關係，另外包括 22篇有

關逆境與恢復力(resilience)，16篇有關逆境與成功適應(successful thriving)，13篇有關

逆境與人格(personality)，12篇有關逆境與正向改變(positive change)，6篇有關逆境與工

作領導(leadership)。其他的研究變項包括諮商(counseling)、宗教(religion)等等。 

 

在 53篇學位論文方面，約有 11篇論文研究逆境與社會功能的關係，有 5篇探討逆

境與生理健康的研究，有 4篇討論逆境與心理情緒的關係，7篇有關逆境與恢復力，9

篇有關逆境與成功適應，3篇有關逆境與人格，5篇有關逆境與正向改變，6篇有關逆

境與工作領導。其他的研究變項同樣包括諮商、宗教等等。雖然在學位論文方面是以逆

境與社會關係、恢復力、成功適應所佔篇數較多，但期刊與論文研究方向大致相同。以

下就分別針對逆境與社會功能、生理健康、心理情緒、恢復力、成功適應、人格、正向

改變、工作領導的關係來作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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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逆境經驗與社會功能之關係 

在相關逆境經驗與社會功能研究中，大部分顯示個體破壞行為的產生。在 Chen, 

Tyler, Whitbeck和 Hoyt (2004)逃家少女的研究中，路徑分析顯示早期性侵害影響藉由早

期逃開在街上使用藥物，並花更多時間在街上使用逸軌策略來存活（和逸軌同儕結盟、

性交易等）。而 Hill, Hugo, Hughes, Fonagy和 Hartman (2002)訪談 21位因謀殺而遭監禁

青少年，將其社會心理與另 21位無暴力青少年竊犯相比，發現較低社經地位、父母嚴

厲教養和學校拒絕對謀殺犯而言是顯著共有，這些因素結合成逆境指標是兩個團體間的

顯著差異。另外，Gibson, Piquero和 Tibbetts (2001)的研究則解釋語文 IQ和家庭逆境交

互作用對增加犯罪行為的關係，當 7歲時這兩個變項結合的交互作用會顯著地增加違犯

行為的機會。 

部分逆境經驗研究是聚焦在兒童早期家庭逆境，對後續青少年或成人的行為和社會

關係方面。Goebert et al. (2004)的研究中家庭逆境顯著影響青少年學校相關行為問題，

因此在預防和介入時要將家庭環境列入思考。Juon, Ensminger和 Feehan (2003)研究也指

出家庭和兒童期逆境與心理社會因子，對青少年和青年的心理健康和學業成就有長期的

影響，相關晚期失敗的危機。Doucet (2002)的研究發現兒童期逆境（父母衝突）對關係

經驗有持續長期的效果，因為某程度上構成青少年的關係和功能。而 Doucet Aseltine 

(2003)後續的研究也證實相同的結果，家庭逆境衝突解釋青少年約會關係，也與成人後

婚姻品質有強烈相關強烈。 

然而，逆境經驗對社會功能影響仍有部分中介因子，可以交互產生較佳社會適應。

Shek et al.(2003) 以 229位經濟不利中國家庭為樣本，青少年有中國正向逆境信念的強

烈支持，一般在心理健康與學校適應表現的較佳且較少行為問題。另一個研究中兒童面

對家庭逆境時，兒童氣質和行為結果有顯著連結，其他如兒童氣質、家庭凝聚、父母和

同儕支持以及父母觀點取代與兒童適應行為有顯著關係(Ferguson, 2002)。不過多數研究

仍是支持逆境經驗對社會功能負向影響上。在 Steptoe和Marmot (2003)的研究中指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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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社會逆境和易受傷害指標（psycho- social adversity and vulnerability index; PAVIX）與

依賴他人相關，PAVIX分數越高則受試者社經地位(socioeconomic position; SEP)越低，

PAVIX與心理悲痛、憂鬱、無望、睡眠問題、敵意、低自尊和寂寞呈現正相關。 

（二）逆境經驗與生理健康之關係 

 

逆境經驗的長期累積可能影響個體生理健康狀況。有大量證據顯示心理社會壓力會

以多種免疫系統中介疾病，影響疾病的進展，研究以 188位患有 HIV的女性病患為研

究樣本，發現長期或嚴重的生活壓力會對患有 HIV 女性的疾病進展產生影響，某些心

理歷程和疾病歷程（子宮頸發展障礙）存在相關(Lewis, 2003)。而 Alonzo (2000)的研究

探索創傷症候群的影響，逆境累積的負擔和創傷的混亂與後續疾病和因應行為關係，創

傷因子對長期疾病有潛在作用，某些突然、無預期的開始與創傷因子改變生活環境，產

生不適應疾病。 

 

另外早期生活逆境可能預測成人期的精神疾病。Gartside, Johnson, Leitch, Claire 和

Ingram (2003)研究早期生活逆境和成年期精神疾病增加相關，雖然這樣相關的機制還不

清楚，一種可能基質是在數個精神疾病報告中不正常腦部 5-羥色胺(5-hydroxytryptamine)

的神經傳導，其以老鼠早期與母親隔離為逆境方案，發現早期生活逆境改變兩種主要

5-羥色胺神經元活動，人類暴露在早期生活逆境有同樣效果，會增加精神疾病發生。在

Durbin, Klein和 Schwartz (2000)研究中指出兒童期逆境和家庭的精神病理對抑鬱症

(dysthymic disorder)比人口統計和臨床變項更有預測力，早期家庭環境和家族病理學的

歷史能更有效預測抑鬱結果。而逆境經驗亦為危機因子之一種，讓人們產生從事危害生

理健康情事。在 Turner和 Lloyd (2003)的研究中解釋暴露於累積逆境對藥物依賴為一危

機因子，其以 1803位 19-21歲的學生為研究對象進行訪談，暴露於負向事件中對藥物

依賴有顯著預測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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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Dohrenwend (2000)的研究發現環境逆境不只對創傷症候群(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的發生重要，也對其他類型精神病理是重要的，包括沮喪、酗酒、藥物

濫用、反社會人格行為和非特定疾病。而上述病症類型可能隨著逆境和壓力特徵的兩種

因子而增加：第一，在重要負向事件發生後，個體經常是無法控制負向改變的行動。第

二，無法控制改變對個體重要目標和價值的重要性為何。 

 

（三）逆境經驗與心理情緒之關係 

 

在過去研究中逆境經驗與心理情緒關係多為負向，尤以憂鬱情緒為其主要之特徵。

Turner和 Butler (2003)以 649位大學生研究兒童時期和青少年的創傷與青年人沮喪特徵

相關，發現越高創傷和憂鬱症早期發生和沮喪症狀相關，兒童期逆境和青年期沮喪有直

接相關。而 Harkness和Wildes (2002)的研究也同樣指出兒童期特別負向經驗會建立焦

慮表達的易染性，以及成年期大量沮喪的憂鬱病態。另外在 Ryabchenko (2004)的研究

中則進一步探討兒童期逆境和持續憂鬱的關係中，邊緣人格疾病(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BPD)和長期壓力的中介機制，徑路分析顯示和長期壓力與兒童期逆境相關，但

卻未能中介其與持續憂鬱之關係，相近解釋是兒童期逆境和成人期的 BPD特徵發展相

關，進而促進憂鬱長存。 

 

Price, Choi和 Vinokur (2002)研究失業逆境的連鎖關係，指出經濟負擔調節失業與

憂鬱、個人控制的關係，而個人控制降低中介經濟負擔的負向影響、缺乏功能沮喪和自

陳較差健康，經濟逆境透過個人控制失去的徑路，轉變成長期健康較差的問題和受損情

緒功能。因而個人控制似乎能改變逆境對心理情緒的影響。在一項針對有心肌梗塞負向

經驗婦女的分享團體研究中，在壓力楷模詳談改善歷程，能幫助對楷模概念的整合和其

本身焦慮與憂鬱症狀開始與隨後發生歷程(Surtees & Wainwright, 1999)。 

 

逆境經驗會透過改變個體認知基模影響相關情緒特徵。由逆境經驗（虐待或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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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的特別路徑到早期不良適應主題基模（危險或缺乏），接著調節特定情緒特徵（焦

慮和不快樂），不信任或易受傷害優先預測調節兒童期虐待和焦慮特徵之關係，缺乏優

先預測調節兒童期忽視和不快樂(anhedonic)特徵之關係(Lumley, 2003)。而在 Leslie 

(1998)的研究中發現兒童逆境和嚴重生活壓力可能以兩種潛在路徑影響成人不快樂：第

一，神經結構敏感性有助壓力凝固，導致精神病理改變形成不快樂症狀。第二，相關純

神經化學易受傷可能導致不快樂症狀生理基礎開始。 

 

（四）逆境經驗與恢復力之關係 

 

逆境是以其負向環境的品質和生態特徵為觀點，而恢復力是透過改變負向環境的品

質和生態來進行運作，利用這種改變保護暴露逆境兒童 (Sandler, 2001)。一般來說，增

加兒童期逆境暴露越容易在青少年和青年期產生內向性和外向性的問題，然而並非所暴

露在高度兒童期逆境都會建立晚期內向或外向性行為，其中調節為恢復力歷程能減緩危

機因子，既使暴露於逆境中也能獲益(Ferguson & Horwood, 2003)。Masten (1999)的研究

指出恢復力的資源是較佳的智力功能和父母的支持，能讓處於嚴重、長期逆境中的兒童

在各能力上獲得好的結果。 

 

恢復力是多種保護因子的結合，促進逆境中個體的恢復。Downey (2002)訪問 50位

初等及中等學校兒童當其面臨困境時能促進他們學業成功的因子及相關運作，顯示八種

保護因子（個人智力、個人感覺、個人行為、家庭環境、家庭支持、社區中學校、社區

中朋友、鄰居與媒體、社區組織計畫）和三種保護機制（工作促進、增進理解、預防問

題）。在 Criss, Pettit, Bates, Dodge和 Lapp (2002)的研究中指出同儕接納和友誼是家庭逆

境和兒童外向行為問題中的調節因子，在高度積極正向同儕關係中，家庭逆境和兒童外

向行為無顯著關係存在。顯示出同儕支持為危機中恢復的保護因子。Haynes et al. (2001)

認為保護歷程是反應心理恢復力的動態特徵，即使在逆境保護因子能促進兒童正向發展

結果，個人、家庭和社區因子呈現變項間複雜交互作用提供保護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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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逆境經驗與成功適應之關係 

 

O’Leary和 Ickovics (1995)提出當個體面對挑戰時，他們可能屈服或運用三種方式

回應，他們會繼續存活、恢復或成功，而其中成功是超越原先社會心理層次功能的能力，

是精力充沛而旺盛，透過面對和處理壓力的交互歷程產生了改變，個體不只回到先前的

狀態而是超越它為生活增加價值。Eubanks (2002)針對成功少數民族（華裔、墨西哥裔

及非裔美人）作家自傳，利用敘事方式建構他們對逆境之克服，其透過情緒智力技巧，

轉換學習描述情緒以辨認與評估感覺，並促進思考以此激勵個體成長來克服逆境。而

West (2000)的研究探討預測居美柬埔寨人成功適應的支持資源獲益歷程，樂觀、社會支

持、自我信賴、教育獲取和佛教原則的使用是預測壓力相關成長的重要類型。 

 

逆境成功適應發生在不同族群和相異的面向上。在 Stairs (2003)的研究中訪談五位

在高度貧窮地區低表現學校中學業成功的學生，他們能由與學校連結來建立學業期望，

並由課外活動來驗證教育經驗中獲取意義，且與教師擁有正向關係。Killoran, Schlitz 和

Lewis (2002)以 17位成功恢復癌症的患者為訪談對象，發現傳統北美文化價值將逆境常

態化，似乎支持受訪者個人能控制自我健康且能抵抗癌症復發之信念。另外一個研究則

以敘事來描述三位酒精成癮婦女成功戒酒的轉變，她們相同的酒癮問題都獲得成功戒

除，不過在自我重新建構和心理成長路徑確有各自差異(Paris & Bradley, 2001)。 

 

（六）逆境經驗與人格之關係 

 

在逆境經驗與人格關係探討上，大部分關心人格中介逆境經驗適應效果。Kendler, 

Gardner和 Prescott (2003)認為個體人格變項可能對其環境品質有重要貢獻，研究中自陳

有神經性人格特質顯著地預測生活壓力事件的發生，且影響各範疇人際關係品質。而

Jerilee (1999)針對 292位大學生逆境因應和人格特質進行研究，其中控制和人格愉悅性

中的信任呈顯著正相關，和神經性中的憤怒敵意與易受傷呈顯著負相關；影響和人格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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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性中的行動開放呈顯著正相關；持續和開放性中的行動開放及良心中的盡責、自律呈

顯著正相關。Woike和Matic (2004)研究人格動機對創傷和艱困事件知覺的影響，人格

動機代表個體關注和行動的焦點，這樣逆境中的知覺焦點如何與心理疾病產生連結，個

體動機（agentic motives）和區別知覺與差異相關與心理的疏離相連結，溝通動機

(communal motives)和統合知覺相關，而統合則與壓力相關成長。 

 

除了上述負向調節逆境經驗的人格特質之外，學者也關心何種特質能增進逆境適

應。Bonanno, Field, Kovacevic和 Kaltman (2002)的研究連結自我增強(self-enhancement)

偏見對負向事件結果，心理健康專家評定自我增強個體比其他參與者有較佳的適應，證

實自我增強特別對遭受較負向損失者有益。Gana (2001)以 193位成人為研究對象，發現

個體一致性(coherence)狀態會中介和影響負向經驗與心理健康關係。在另一項研究中，

Gunby (2002)探討何種特質能調節生活壓力負向影響獲得較佳適應能力，結果顯示自我

效能比起歸因型態和缺乏控制能有效預測處於逆境中個體社會和整體的適應力。 

 

（七）逆境經驗與正向改變之關係 

 

對於許多人來說，嚴重的壓力導致功能的喪失或回到基礎線，然而總是有些個體即

使在悲劇中能夠適應甚至獲得心理成長，雖然可能出現相反心理上之成功在身體上明顯

地之惡化，在被診斷患有乳癌女性，治療後可能使健康情況趨於穩定，但是一段時間後

癌症會再復發或擴散，無論如何成功的個體在生活中找到新的意義---人際、情感或精神

上(O’Leary, 1998)。Irwin, Thorne和 Varcoe (2002)以質化訪談五位受虐女性身為母親經

驗的觀點，受虐型塑她們母親的經驗且面臨複雜的孕育挑戰，不過身為母親是對抗虐待

的緩衝和力量的來源。在 Linley和 Joseph (2004)回顧 39個實證研究支持創傷和逆境後

正向改變（創傷後成長、壓力相關成長、覺知獲益、成功和描述相對成長），顯示認知

評估變項、問題焦點、接受與正向詮釋、樂觀、宗教、認知處理和正向情緒與成長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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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境經驗後的相關成長含括許多生活中不同領域和層面。Wyman和 Forbes (2001)

針對有 7-9歲孩童的父母親為研究對象，發現能將所擁有負向教養兒童經驗歸結正向意

義，會建構出教養孩童的有效模式。另外，Siegel和 Schrimshaw (2000)研究 54位患有

AIDS 女性之疾病相關正向改變或壓力相關成長，發現最少有 83%認為由疾病經驗中獲

得正向改變，包括領域有健康行為、精神心靈、人際關係、自我觀感、人生價值和生涯

目標。Singer (2002)的研究由 32位接受洗腎治療的成人組成，訪談發現這些病人有相當

強的獲益知覺，包括人際關係增進、精神心靈增加、促進對他人的同情和降低物質導向。 

 

（八）逆境經驗與工作領導之關係 

 

從 Stoltz (1988/1997)提出 AQ的理論和 ARP測量，便有相關研究應用 ARP 來探討

與領導效能之關係。Lin (2003)的研究比較台灣和美國大學領導者在逆境因應表（ARP）

上的差異，發現台灣教育領導者在整體 ARP分數上顯著高於美國，而 ARP中持續分量

表亦是如此。另一項研究則是比較教育領導者和商業領導者在 ARP上之差異，結果顯

示商業領導者的 ARP顯著高於教育領導者，能較有效回應負向情境，同時商業領導者

較強調逆境的磨練，傾向對逆境有正向反應因而是較堅毅(hardy)具恢復力(resilient) 的

領導者(Schmidt, 1999)。而Williams (2003)以 ARP測量校長對逆境的回應，指出 AQ分

數越高的校長越會營造學校文化影響其氛圍，進而增進教師效能和學生的學業成就。 

 

另一種研究取向是發現逆境經驗與工作表現關係。Silverthorne (2002)研究在職場上

經歷性別歧視逆境的女性，雖然受到自我經驗的挑戰，但她們投入其他人的生活、珍視

擁有才能並對工作組織產生貢獻，且滿意在工作上達到的自我實現，因而從磨難中生存

並在生涯上獲得精進。而在 Allen (1997)研究中非裔美人的女性主管和專業工作者自陳

面臨三種逆境：達到個人家庭和專業的平衡、處理自我證明的持續壓力和克服每天潛藏

在工作場所普遍的性別歧視和性騷擾，她們利用心靈的策略、建立健全溝通技巧、去除

無生產性的衝突和建立支持網絡，從而轉變逆境具有生產性。Pennebaker (1997)訪談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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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在生涯上遭遇困境但卻能自我實現的少數族群女性，並描述她們認為幫助發展的事

件、環境、人們和個人哲學。 

 

（九）逆境經驗與其他變項之關係 

 

除了前述的變項之外，還有一些與逆境經驗相關的研究。例如逆境經驗與諮商、逆

境經驗與宗教等等。在諮商方面，有一項針對飲酒匿名團體的影響來進行研究，發現遭

遇酗酒問題逆境的個體能將自己投入於計畫中且得到節制與恢復 (Hudson, 2004)。另

外，Turner (2001)認為主要理論趨勢指出團體在威脅情況下的有效運作。在宗教方面，

Robinson (2001)的研究提出牧師照顧若對有神論開放，較能符合社會中暴力傾向者的挑

戰，增進牧師照顧對處於危機中暴力者之應用。而在 Barusch (1999)的研究中貧窮但卻

信奉宗教的女性之觀點，她們將神視為所有善的來源，令人對生活充滿感激，且相信在

艱困時會得到及時協助。國內施惠琪(2002)研究也發現宗教信仰能給予個體社會及精神

支持，獲得生活正向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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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有效因應逆境經驗措施 

 

經由前節的討論後發現逆境經驗影響著個體的社會功能、生理健康與心理情緒，而

如何才能產生有效地因應以促進成功適應與正向的改變呢？本研究整理 Stoltz(1988/ 

1997)提出的 AQ反應之培養技巧，及 Cramer(1990/1994)自我成長增能四階段的目標與

因應技巧，提供能有效因應逆境經驗之行為技巧。 

 

（一）Stoltz的 AQ反應的培養 

 

Stoltz (1988/1997)認為個體的 AQ是能夠訓練與改進的，人不需要經歷過去所有的

痛苦，方能在心理獲得健全的結果，因此 Stoltz應用認知心理學的研究來發展 LEAD程

序與 Stoppers技巧，藉此提高個體 AQ。在認知心理學方面主要引用的研究是 Ellis的

ABC模式和 Beck的挑戰自動化想法形成的思考基模。Ellis發展的理情行為模式主張人

們對事件的想法遠比事件本身更能激發反應和情緒；而 Beck強調挑戰及質疑對自我、

現況及未來負面印象的必要性，此治療法協助人們辨識、評估及質疑自己對人生事件的

反應，這種質疑的能力使我們能敏銳察覺原先處於潛意識的挫折反應，因此才能面對它。 

LEAD程序與 Stoppers技巧已經運用在許多情況及不同族群身上，例如曼尼托巴大

學的 Perry和 Penner就把這種技巧運用在學生身上，接受訓練的學生在學業上大幅進

步，且 AQ越低受益越多；賓州大學的 Jaycox及其同僚運用類似的認知再訓練技巧，

防範青少年沮喪和行為偏差的問題。而 LEAD與 Stoppers這種認知和行為技巧能生效，

是因為能實際改變腦中的神經通路，經由參與感和行為投入，加強控制感，表現在生理

上，腦部會以適當數量的神經傳導素布滿身體，如降腎上腺素、腎上腺素與內啡肽等，

來回應控制的提升，加強免疫功能和整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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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LEAD是透過改變思想習慣，質疑舊有模式來形成新的模式。其程序為L (Listen)

聆聽，聆聽你對逆境的反應，首先是個體知覺逆境經驗，辨識自己反應的特性，利用

ARP衡量AQ的高低，進一步了解CO2RE各層面的展現，肯定反應正面部分，面對反應

負面部分；E (Explore)探索，探索挫折起源和承擔責任，即了解你與逆境結果的關係，

包括起源和責任歸屬兩部分，起源是個體去探討挫折的起源有哪些？這些可能的起源

中，哪些是我的錯？我能做什麼來加以改變或改進，責任歸屬則是要個體釐清逆境結果

中屬於我和不屬於我的責任，藉由探索逆境起源從中學習，並承擔當負之責；A (Analyze)

分析，分析證據，許多人處於逆境時會覺得缺乏控制感，逆境會和生命所有層面相關且

永遠存在，因此個體需條列哪些證據證明我無能為力？哪些證據證明逆境會影響生活的

其他領域？那些證據證明逆境比必要的時間持續更長？直接蒐集資料來證明自己逆境

反應是否合理；D (Do)行動，採取行動，在前面一序列了解逆境及其反應，完成行動準

備之後，要開始採取積極正面行動，思考點包括六項，自我還需要哪些額外資料？能如

何取得？要做什麼才能在逆境下取得一點控制，做什麼才能限制逆境影響的範圍或時

間，這些相關行動中實施順序為何？何時具體施行。透過LEAD程序能幫助你在逆境中

採取行動，不論你面臨的不幸為何，總有可以重獲控制、改善情況的行動。 

 

Stoppers技巧是 Stoltz發展用以干擾逆境中破壞性思考，從認知心理學家對逆境反

應所做的研究顯示，最讓人灰心喪氣的莫過於「胡思亂想」，使日常小挫折變成大障礙，

讓情況越想越嚴重。因此可利用 Stoppers八種技巧來阻斷破壞性思考模式，這些技巧分

屬分散注意力和重建自我兩個領域。分散注意力方面技巧有停止擴散，即運用身體或肢

體動作終止負向思考反應，如掌擊硬物大喊「停止」；專心在不相干事物上；以橡皮筋

彈醒自己，使自己警醒；刻意分散注意力，將注意力由眼前的逆境移轉，使個體能延遲

反應來思考問題；以運動改變現有狀態，經由消耗體力紓解緊張壓力。重建自我領域技

巧使你把眼光放遠來看待挫折，擁有新的觀點與態度，包括重塑自己的目的，自問「我

為什麼要這樣做？」提醒自己捲入挫折的動機，重新找出目的；虛心處世是去感受自我

的渺小，和浩瀚宇宙相比，自己的問題是相當微小的，要放寬眼光重新看待問題；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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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能讓你發現面臨的挑戰是微不足道，別人的不幸使我們的不幸顯得不再那麼重要，

不在只是反芻自己的挫折。結合 LEAD程序和 Stoppers技巧，能使個體在逆境中保持

能力，且防止破壞性思考的產生。 

 

（二）Cramer自我成長增能 

 

Cramer博士為密蘇里州聖路易大學壓力中心的創始人，從事健康問題研究的心理

學家，成立有諮商顧問公司，專門處理壓力的問題。Cramer (1990/1994)根據其研究及

十五年諮商的實務經驗，提供個體面臨創傷或逆境成功適應與成長之道，稱為「自我成

長增能」的四個階段。這四階段是根據 Selye一般適應症候群的理論而來，Selye認為

未化解的壓力具有潛在破壞性的影響，人體生理上以三個連續的階段防範危險的壓力來

源，分別為警覺、抵抗和衰竭三個階段，Cramer認為 Selye的理論暗示生理上衰竭後還

有一個階段的傷害，即為第四階段死亡。而人們試圖在心理上抗拒緊張的生活事件時，

也會產生類似 Selye的四個階段 Cramer稱為「轉向過程」，當抗拒面對緊張的生活事件

時，個體會偏離健康與幸福的方向，轉向「似乎」比較容易與不痛苦的路線上，但卻危

害自己個人、生產力和夥伴關係的資源。而相較 Selye「轉向過程」的四個階段，Cramer

提出「增能過程」的四個階段，分別為挑戰、探索、開創與轉化，循序隨著各階段目標

的達成，發展最有益的應付資源和適應能力。 

 

在 Cramer四階段中個體會有不同心理與情感反應，各具相異目標與因應技巧。第

一階段：挑戰，可能會經歷震驚、迷失、恐懼、憤怒和衝動的感受，此階段的目標是認

清危險與機會，把威脅減到最小且將挑戰提升到最大，著手去了解什麼事令我困擾，我

可能的潛力與機會是什麼，假如我能做些什麼來自我建設與激勵。第二階段：探索，會

有困惑、好奇、冒險、明確與方向的心理反應，目標是面對新環境的規則，在新的現實

環境中標示出通往恢復健康與快樂的管道，因此必須對目前情境有所了解，包括我的資

源如何耗損，我的資源如何增加，探索我的支持管道有哪些。第三階段：開創，會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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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創意、試驗、進步與成就，目標置於確證成功策略，個體須自覺、自發的塑造目標，

且採取必要行動使之實現，由所處情況的機會來看目標是什麼，由相關資源與支持管道

來看策略是什麼，且進而評估有效與無效的策略來進行整合。第四階段：轉化，會有滿

意、掌握、意義及成長的心裡感受，本階段目標為穩定新的成長，能重新敘述和反省自

己的經驗，意識自我利用這個情勢完成了什麼事，是如何辦到這些事的，對自我經驗完

成回顧且肯定積極成長與轉化。個體可以利用這四個「自我成長增能」階段，配合完成

自我摘要的紀錄，達成逆境經驗中自我對話、省思及成功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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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樂觀、調節焦點、情緒調節與逆境經驗之關係 

 

（一）樂觀與逆境經驗之關係 

 

Seligman以其在 1970 年代習得無助的研究而廣為人知，但近年來重新將其焦點導

向於學習樂觀，其假設個體面臨正、負向情境時，會有三種解釋事件的面向：內在(internal) 

vs.外在(external)、穩定(stable) vs.不穩定(un stable)、全面(global) vs.特定(specific)。而樂

觀者在解釋負向事件時，傾向外在、不穩定和特定，悲觀者則傾向內在、穩定和全面

（Seligman, 1991）。Stoltz (1988/1997)在其 AQ 理論中將三種面向解釋為起因和責任歸

屬、影響力及持續。因此樂觀者可能將逆境之起因和責任歸屬視為外在、逆境本身是不

穩定持續和具特定的影響力，個體能夠積極加以改變。 

 

另外有學者 Carve和 Scheier (2002)認為樂觀與悲觀之分別在於對未來期待的不

同，連接傳統動機的預期價值模式(expectancy-value models of motivation)，預期價值模

式假設行為是圍繞追求的目標來加以組織，目標的價值是個體動機所在，而預期是對目

標價值的獲取是有信心或者為懷疑的。樂觀者傾向採取自信和堅持的態度（即使進展艱

難或緩慢），悲觀者應該是懷疑和遲疑的。因此可推知樂觀者對最後結果有信心即使面

對再大的逆境個體也會繼續努力，而缺乏信心的悲觀者則會無所行動。樂觀者假設逆境

可用一種或其他方式來成功的處理，悲觀者卻可能期待著不幸降臨，這顯示著人們在接

觸逆境時所顯示出的不同(Scheier & Carver, 1992)。 

 

樂觀和悲觀是基本的人格特質影響著人們生活事件的方向，影響個體面對問題的經

驗和所採取處理問題的行動，而樂、悲觀者在回應逆境時最少有兩點的不同：第一，他

們對幸福和不幸的感覺。第二，處理逆境的行動不同(Carve & Scheier, 2002)。來回應本

研究時，個體面臨逆境時個體會經歷不同情緒狀態如憤怒、焦慮、沮喪等，樂、悲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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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度可能影響逆境感受的平衡。樂觀者即使事件艱困也期待正向結果，這種信心混和正

向的感覺。悲觀者期待負向結果，這種懷疑產生極大的趨勢朝向負向感覺如焦慮、罪惡、

生氣、難過或失望(Carver & Scheier, 1998; Scheier & Carver, 1992; Snyder et al., 1996)。

在相關生理健康的疾病逆境中，樂觀者會有較佳的心理適應。如接受冠狀動脈分流手術

病人、罹患乳癌、不孕症患者或流產適應之女性，樂觀者與不幸呈負相關，而與心理適

應、生活滿足成正相關(Fitzgerald, Tennen, Affleck & Pransky,1993; Carver et al., 1993; Litt, 

Tennen, Affleck & Klock, 1992; Cozzarelli, 1993)。在看護癌症患者或阿茲海默症病人的照

顧者(caregivers)研究中，樂觀與較低憂鬱和較高心理適應相關(Given et al., 1993; Shifren 

& Hooker, 1995)。在一項以剛入大學之新生為對象的研究中，解釋第一學期艱困和壓力

時學生心理適應，樂觀程度越高在學期末越能預期越低的心理憂慮(Aspinwall & Taylor, 

1992)。而 Park et al. (1996)的研究也指出指出樂觀與正向情緒、社會支持滿足和社會支

持來源數量和壓力成長相關。也有學者提出樂觀與建設性思考相關，樂觀女性比悲觀女

性較容易有建設性思考，如同樂觀一般，建設性思考和焦慮呈負相關而與正向心理狀態

成正相關(Park, Moore, Turner & Adler, 1997)。從心理健康角度出發，憂鬱是自殺危機的

最佳指標，而悲觀確實有力地預測這項行動，最後脫離生活(Beck, Steer, Kovacs & 

Garrison, 1985)。相反地，樂觀卻能有效預測心理健康適應，可知在面臨逆境時，樂觀

者會感受較多正向的情緒，而與正向逆境心理適應相關。 

 

此外，樂觀與悲觀者處理逆境的行動不同，在因應逆境時個體顯然會有不同因應型

態的特質。樂觀者的特質趨勢是依賴積極的問題焦點因應和具計畫性的；悲觀者則和逃

離壓力所干擾之目標的趨勢相關。當樂觀者陳述接受壓力事件的現實時，也嘗試在最壞

的情境中看到最好的部分，並能從中獲取某些意義，從逆境中獲益；悲觀者陳述拒絕、

藥物濫用和降低覺察問題之策略。因此樂觀者顯然是趨向因應者，而悲觀者顯然為逃避

因應者 (Carver, Scheier & Weintraub, 1989; Fontaine, Manstead & Wagner, 1993)。在一項

早期研究中樂觀者和問題焦點因應相關，尤其在壓力情境可以控制時，樂觀亦與正向重

新定義（當壓力情境似乎無法控制時）和傾向接受情境現實相關，相反地，樂觀與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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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和企圖逃避問題呈負相關。樂觀者較悲觀者使用較多問題焦點因應，但也使用情緒

焦點策略，如接受困境的現實並將其置於最佳可能性。樂觀者比悲觀者有較佳的因應優

勢，即使處於無法改變情境中 (Scheier, Weintraub & Carver, 1986)。而在 Taylor et al. 

(1992)的研究中發現樂觀和積極因應策略相關，樂觀能預測正向態度和為恢復擬訂計

畫、尋求資訊和重新定義逆境的正向面，樂觀者較少宿命論、自我責備和逃避，他們不

會聚焦情境中的負向面或嘗試壓抑對自己特徵的想法，樂觀者顯然能接受無法改變的情

況而非嘗試逃避。在另一個研究中，樂觀學生從事較多積極因應，比起悲觀學生較少逃

避因應，逃避因應和較差適應相關，積極因應和較佳因應相關(Aspinwall & Taylor, 1992)。 

 

樂、悲觀者的不同也有以個體訊息注意力歷程的差異來解釋之。Segerstrom (2001)

的指出樂觀者比起悲觀者有正向刺激注意傾向，這種不自覺的注意力傾向和樂觀者較佳

的適應相關。而樂觀者是否就此忽視負向刺激而不去處理呢？在 Aspinwall和 Brunhart 

(1996)的研究中，樂觀者會增加個體對負向和不愉快訊息的注意和思考，相對悲觀者會

更注意危機相關訊息。樂、悲觀者同時注意正、負向之訊息似乎相互矛盾。Geers, Handley 

和McLarney (2003)就以價值增強論(valence-enhancement)的假設來解釋，當訊息與個人

高度相關時，樂觀者特別容易計畫這具價值的訊息。只有當訊息是和受試者相關時，樂

觀才被發現影響受試者注意和回憶具價值訊息(Abele, 2002)。所以當逆境與個體高度相

關，樂觀者便會同時處理正負向訊息，積極擬出相關因應策略。Carve和 Scheier (2002)

樂觀者比悲觀者傾向使用問題焦點因應，當其不可行時，樂觀者會轉向接受、正向重新

定義；悲觀者傾向透過拒絕，以心靈和行為脫離壓力所干擾目標來因應。拒絕是企圖保

持世界觀點不讓其受驗證，接受則隱含重新建構個體經驗去應付情境中的現實，因而接

受涉及深度確立的歷程，個體透過經驗積極運作，試圖將其整合並開展世界觀。(Carver 

Scheier, 1998; Scheier & Carver, 2001)。在丁明潔(2003)研究中樂觀傾向積極的壓力因應

與較佳生活適應相關，悲觀則傾向消極壓力因應導致較差生活適應。可知樂觀者在逆境

中會注意與其相關的正、負向訊息，產生積極因應行為。樂觀特質是面對挑戰和逆境能

運用的重要工具(Robert, Brown, Johnson & Reinke,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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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調節焦點與逆境經驗之關係 

 

自我調節(self-regulation)被定義為人們透過控制、導引和修正自我的行動來朝向或

遠離多種目標(Carver & Scheier, 1998)。而調節取向屬於其中一種為個體內在導引。

Higgin (1997, 1998)理論與研究認為個體會有兩種不同的調節焦點：求成(promotion)與避

敗(prevention)。求成焦點會努力達到理想的自我(idea self)，且對正面結果的出現與否相

當敏感，追求能獲致成功達到目標的策略；避敗目標努力避免災難來達到應該自我

(ought self)，對負面結果的出現與否相當敏感，需要能迴避失敗的策略。求成或避敗會

影響個體產生相關因應行為以求能獲得某事或避免某事。 

 

調節理論（regulatory theory）假定內在求成或避敗目標與可能的自我相關，假定獲

得理想和應該的自我反映出求成和避敗不同關心的強度。因為求成目標的個體關心達成

希望、抱負而易接近理想自我的引導；避敗目標的個體關心安全、責任易接近義務自我

的引導(Higgins, Shah, & Friedman, 1997; Shah & Higgins, 2001; Shah, Higgins & 

Friedman, 1998)。隨理想或應該自我的發展，能顯現出對追求成功或避敗發展之動機。

Lockwood, Jordan和 Kunda (2002)的研究指出楷模藉著強調可能恐懼的自我和追求理想

自我的相關策略形成影響，促進求成和避敗者對不同自我目標的強度和敏感度，藉由理

想或應該自我來增強獲得求成和避敗相關策略的動機。處於逆境中的個體為突破困境會

展現出追求理想的自我，似乎與求成取向者表現有較高相關，求成者會在逆境中有正向

發展嚮往。而聚焦於恐懼的自我會導引加以迴避的動機(Markus & Nurius, 1986)。在不

合理信念(counter- factual thinking)的研究中指出藉著想像迴避不幸反映出可能恐懼的自

我，導引增加迴避未來不幸的動機，能試圖追求適當的避敗策略(McMullen & Markman, 

2000)。因此處於負向逆境的避敗者面對恐懼的自我，會產生迴避的動機。 

 

另外，人們對符合其主要調節焦點（regulatory focus）求成或避敗的訊息特別敏感，

當他們被鼓勵追求符合其調節焦點的策略時會展現較高的動機與表現(Higgins,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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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的研究指出求成取向的個體可能特別容易注意、回想和被與追求成功有關的訊息激

勵，特別對正面楷模的鼓舞開放。避敗取向的個體特別容易注意、回想和被關乎迴避負

面結果的訊息激勵，將特別容易被負面楷模激勵(Lockwood, Jordan, & Kunda, 2002)。而

在逆境中對正向成功訊息的注意是適應的重要原則之一，求成者被正面楷模的激勵和追

求成功相關訊息，能使其在逆境中獲得較佳之適應。Aspinwall(2004)認為求成的人會追

求獨立之確認，而避免目標的人則為了依賴而監督自我行為。相關研究也指出求成的人

會經驗較多的成功，而避敗的人會獲得較多的失敗(Coat, Janoff-Bulman & Alpert, 1996)。 

 

在 Lockwood, Jordan和Kunda (2002)研究中發現人們特別容易被強調與他們調節焦

點一致楷模和其達成其目標有用的策略激勵；相反的人們由強調與其調節焦點不一致策

略的楷模得到較少的激勵，甚至可能被因此降低動機。所以求成取向的人即使處在逆境

中也能受到正面楷模激勵，甚而增加動機使用成功因應的相關策略；而避敗取向者易受

負面楷模激勵，但負面楷模未提供正向的因應策略，但若使用和其調節焦點不一致的正

面楷模時可能中斷其策略且削弱動機。研究也顯示當人們偏好的成就策略中斷時其成就

動機會減弱，成為被迴避失敗所激勵的防衛性的悲觀者(defensive pessimists）(Norem & 

Cantor, 1986)。 

 

不同調節取向的個體在情緒的感受上也有所差異。Roberson (1990)的研究發現員工

為避敗取向族群和工作滿意度呈負相關。在避敗程度上越強的人，在回憶上越少正向的

情緒(Moffitt & Singer, 1994)。而 Emmons和 Kaiser (1996)研究中也指出避免取向個體與

成功的快樂呈負相關，和憂鬱成正相關。避免取向和人格的神經性成正相關，對自我生

活技能知覺越低者，越容易採用避免取向，而避免取向越高則個體適應則越低(Elliot, 

Sheldom & Church, 1997)。Coat, Janoff-Bulman和 Alpert (1996)的研究也證實相同的結

果，調節取向和自我評估與心理適應相關，個體越是避敗取向越是與自尊、樂觀呈負相

關，與憂鬱成正相關。因此求成者在逆境時可能會經歷較多的正向情緒，而避敗者則會

產生較多的負向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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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求成與避敗者聚焦有所不同。求成者聚焦在正向結果或狀態，會嘗試朝向所

追求之結果；避免者則聚焦在負向結果或狀態，嘗試移開或遠離負向結果或狀態(Elliot, 

Sheldom & Church, 1997)。而 Little (1989)認為個體目標取向反應對自我技巧和能力的信

念。因此求成者的自信反映在逆境中會積極追求理想結果，產生較積極的正向因應行

為；而避敗者則缺乏自我能力信念傾向迴避負向結果，會採取逃避因應措施。 

 

（三）情緒調節與逆境經驗之關係 

 

情緒調節意指個體透過自覺和不自覺的內在交互歷程調整情緒組成，藉以修正情緒

激發時的經驗、行為和表達(Eisenberg, Fabes, Guthrie & Reiser, 2000)。Gross和 John (1998)

認為個體會運用兩種情緒調節策略分別為重新評估(reappraisal)和壓抑(suppress- ion)。重

新評估為事前焦點(antecedent-focused)，提早發生介入於情緒反應傾向出現前，活化情

緒反應傾向來改變我們行為和生理末梢反應。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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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出情況，在某種程度上改變情緒的影響(Lazarus & Alfert, 

1964)。壓抑則為回應焦點(response-focused)的情緒調節策略，在我們做事時情緒已經進

行，其後回應傾向也已經產生。壓抑的表達反應出調節形式，涉及抑制進行情緒表達行

為(Gross, 1998; Gross & Levenson, 1993)。所以壓抑有效地降低負向情緒時的表達行為，

但也同時壓制正向情緒的表達。研究顯示壓抑負向情緒會使負向情緒經驗完整保留，而

壓抑正向情緒則降低經驗這些情緒(Gross & Levenson, 1997; Stepper & Strack, 1993)。 

 

另外情緒的重新評估和壓抑與 Carver, Scheier和Weintraub (1989)因應特質的重新

解釋(reinterpretation)和發洩(venting)有顯著相關存在(Gross & John, 2003)。重新評估和

重新解釋呈正相關，在逆境中重新評估的個體會運用重新解釋的策略加以調節，使得困

頓出現轉機且具有意義。而壓抑者和重新解釋與發洩都呈負相關，在遇到壓力時壓抑的

個體既不重新調整解釋逆境，也不會發洩負向情緒。研究也發現壓抑者較少分享他們的

真實情緒包括負向與正向（Rime, Philippot, Boca & Mesquita, 1992）。因此經常使用壓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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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會有較少情緒表達行為，可能呈現出不一致的內心自我。在 Gross和 John (1998)的研

究中，壓抑個體的自我和內在自我呈現相異的趨勢，來避開社會拒絕或反對。另一項研

究也顯示經常使用壓抑會知覺到缺乏真誠，經歷自我和經驗的不一致，這樣的不一致連

結悲傷與憂鬱症狀(Sheldon, Ryan, Rawsthorne & Ilardi, 1997)。 

 

情緒調節策略反映在個體正負向情緒的表達與體驗上。根據 Gross和 John (2003)

研究發現重新評估者經驗和表達較多的正向情緒，經驗較少的負向情緒，同時也具有較

佳的負向情緒調節策略。壓抑者則表達較少的正、負向情緒，卻經驗較多的負向情緒和

較少正向情緒，與負向情緒調節呈現顯著負相關。重新評估者透過解釋與表達來降低逆

境中的負向情緒影響，從而經歷更多的正向情緒。正負向情緒主動表達能促進個體適應

能力(Greenberg, Rice & Elliott, 1993)。而壓抑者可能因為逆境中情緒壓抑與自我表達的

不一致，又因其負向情緒調節較差，形成更多未能表達的負向情緒經驗。研究也指出壓

抑者會感到較多負向情緒、較少有效因應和較少社會支持，這些因子會增加憂鬱症狀

(Nolen-Hoeksema & Morrow, 1991)，甚至影響生理健康使疾病加速惡化(Fawzy et al., 

1993)。 

 

最後，情緒調節的差異也影響個體社會支持，重新評估者表達較多正向情緒，能以

積極觀點看待周遭事物，能和他人產生較佳互動與連結，有較佳社會功能；而壓抑者抗

拒分享他們的情緒，可能會迴避親密關係，這樣的結果會影響社會網絡因而耗竭個體社

會支持。研究指出重新評估者表達正、負向情緒，且有較親密關係，也被同儕評為受人

喜愛的；相反地，壓抑者與正、負向情緒表達呈負相關，與迴避依附呈正相關而與親密

關係呈負相關，在社會支持方面與情緒與工具支持也存在顯著負相關 (Gross & John, 

2003)。在逆境中社會支持能協助個體有更有的因應，無論是在情緒上的支持，或者工

具上提供具體建議與協助，都能讓個體獲得較佳的適應。所以研究也顯示重新評估者較

不憂鬱，有較高生活滿意度、自尊和樂觀，同時也與個體幸福相關(Gross & John, 2003)。

情緒調節影響個體因應風格、問題解決、社會支持歷程、關係品質和心理與生理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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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per, Shaver & Collins, 1998; Diamond & Aspinwall, 2003; Fabes & Eisenberg, 1997)。

因此可以預期重新評估者在逆境中會有較佳的因應，也與隨後身心適應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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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逆境經驗與恢復力、創造力之關係 

 

（一）逆境經驗與恢復力之關係 

 

近年來 APA致力倡導恢復力(resilience)，並發表相關文章提供心理學界專家與一般

普羅大眾閱讀，希望能協助身處逆境的受創者復原。一般來說復原力是個體在逆境中所

發展適應力。Mastern (2001)認為恢復力是導因人類基本適應系統的現象，能從不利逆

境的挑戰中成功適應。恢復力描述在困難或挑戰的生活經驗中，特別是高度壓力和創傷

事件中成功適應的歷程和結果(O’Leary ,1998; O’Leary & Ickovics, 1995)。所以恢復力被

定義為即使處在重大的生活逆境中，個體仍表現正向適應的現象(Luthar, Cicchetti & 

Becker, 2000)。個體經驗不利、不友善或負向事件後，成功的適應與調節以克服或適應

極端壓力或逆境，形成恢復力(Garmezy, 1993)。 

 

正向心理學強調個體優勢和正向特點而非潛在負向結果，提出了預防和促進觀點，

而其中促進是增加個體採取增進健康生活型態的能力(Robert, Brown, Johnson & Reinke, 

2002)。因此逆境是以促進觀點出發，在突發或意外的負向情境中增進個體適應力，發

展逆境處理型態提高其恢復力。Kahn(1991)人們運用復原力的建構來了解克服挑戰的過

程和逐漸成長的補償性恢復。Ann和Marie-Gabrielle (2002)大部分傳說、媒體對復原力

的定義傾向為強調即使處於逆境中仍有傑出成就，但大部分研究者設限於正常範圍層

次，目標無非是想了解個體即使處於逆境中如何維持，或由非正常狀態恢復功能和避免

問題。所以學者不只強調逆境後的獲益與增強，也同時關注正常適應能力的維持以達到

恢復。Block和 Kremen (1996)自我恢復力是個體調整自我控制和層次動態能力，作用於

環境脈絡的要求來維持或增進系統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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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復力的目標是針對許多不同種類影響個體功能和發展的威脅和危機來進行探討 

(Masten, Best, & Garmezy, 1990 ; Glantz & Johnson,1999)。也就是研究許多面臨發展或生

命逆境的個體，如何達到功能恢復。因此人類有基本的適應系統，能保持行為發展和促

進面對逆境的復原，在心理學中獲得注意的系統包括：依附關係和教養、動機經熟喜悅

的系統、調節情緒、激勵和行為的自我調節系統、家庭及正式教育系統、文化信念系統

和宗教組織(Mastern & Coatsworth, 1998)。這些系統都影響處在逆境個體的恢復力。Ann 

和Marie-Gabrielle (2002)提出恢復力通常被認為是一組特徵分類，在明顯的逆境或危機

中正向適應的組型，可由兩種主要判斷來作為辨識，第一是個體是做得好甚至超越原先

行為的行為期望，第二是減輕環境中的威脅得到成功適應的較佳結果。可知面臨逆境時

個體達到的恢復可能是積極的超越和增能，也可能是消極的適應與補償。恢復力過去較

強調的是人類內在的能力，能由逆境中復原且恢復功能平衡(Murphy & Moriarty, 

1976)，相反地，O’Leary和 Ickovics (1995)認為成功適應的概念代表的不只是回到基礎

線，它代表價值增加的建構。 

 

相關恢復力的研究顯示逆境的恢復包括多方面良好的功能或結果，勝於單一面向之

功能，為了促進我們對人類適應功能的了解，恢復力所代表是由逆境危機處遇，從負向

一端轉變為正向的一端連續歷程，甚而產生多方功能的正向發展。Ann和Marie- 

Gabrielle (2002)在具恢復力兒童與青年的研究中，典型測量得到的良好結果如下，包括

學業成就（成績和測驗分數、在校、高中畢業）、行為（順從規則的行為和反社會行為）、

同儕接納和友誼、正常的心智健康（較少內向或外向行為問題特徵）、參與合於年齡的

活動（課外活動、運動、社區服務）。而 Rutter (1987)也指出恢復力的四項功能及關心

的兩個向度，功能分別為：降低危機的影響，降低負向的連鎖反應，建立和維持自我認

同和自我效能，增加機會。所關心人格向度的兩點：第一，在壓力和危機處理上個體差

異影響。第二，負向經驗發生於發展早期會改變心理發展歷程。因此逆境中個別差異因

應影響其後恢復與適應，逆境後的恢復可以促進個體各項功能的發展。在災後測量的研

究發現，復原力與壓力的正向意義與正向情緒呈現正相關，和負向情緒與憂鬱呈現負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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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Fredrickson, Tugade, Waugh & Larkin,2003)。恢復力是回應危機或某種壓力的適應結

果，因應則是心理和行為回應來降低壓力事件的生理、情緒和心理效果(Snyder & Dinoff, 

1999)。由逆境的因應行為會產生恢復的高低區別。研究指出較低的因應和自我價值是

屬較低保護因子團體，擁有較低復原力(Davey, Eaker & Walter, 2003)。文獻回顧發現個

體因應技巧包括智力、因應風格、個人控制和意義給予都會影響恢復力(Holaday & 

McPhearson, 1997)。腦有思考歷程運作功能，而當我們改變心智（想法），也就是改變

我們腦運作和身體，影響健康和適應(Ray, 2004)。 

 

（二）逆境經驗與創造力之關係 

 

國內近年來積推動創造力發展，教育部也著手進行「創造力教育中程計畫」。似乎

揭櫫著創造力是現代人必備的基礎能力，而此能力除了與認知思考相關之外，亦是有關

於個體生活適應能力。May (1969/2001)在其創造勇氣一書中陳述，有些人選擇有秩序、

有系統的處境，而令一些人選擇失序、失衡與混亂的處境，一般人屬於前者，希望自己

的世界清晰穩定，有創造力的人會選擇混亂失序的狀態更具挑戰性，從混亂中創造次序

並獲得喜悅。在人的生命中，限制不但是無法避免的，並且也是有價值的，創造本身要

求限制，因為有創造力的活動來自人類面對限制時所做的搏鬥。因此在限制的環境中似

乎激勵個體創造力展現。在 Bennis和 Thomas (2001/2002)以傑出領導人為對象的研究

中，發現被稱為奇葩和怪傑者，都曾經歷經一些磨練而脫胎換骨，透過不斷的挑戰、適

應及學習的過程，個體發揮其適應的創造力。Van Hart (1995)研究中分析南非在曼德勒

(Nelson Mandela)領導下邁向民主之路，雖然在國家面對解散，領導者被迫流放之際，

仍能聚焦精力運用國際社會的支援，組織內有在外重組祖國的願景且用創意的方法來達

成目標。 

 

個體在面對外在環境的挑戰時，可能會發揮其創造力來加以適應，而這種能力就是

運用非傳統的觀點來看待可能的問題或危機。成功適應經常展現出高度活動力和處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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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中仍具有彈性的能力(Garmezy, 1991)。在限制的環境中個體越能發揮彈性思考，越

能從中解困與超越。在 Bennis和 Thomas (2001/2002)研究中怪傑和奇葩具有在混亂中昌

盛、也能容忍渾沌和變動的能力。他們不輕易排除各種可能性，因此能夠做出更加、更

巧妙的抉擇。能夠容忍別人希望趕快結束的不確定情勢。有創意和適應力的人都一樣，

非常能夠享受解決問題的過程。解決問題的過程在人腦產生令人開心的恩多芬

(endorphin)，而且適應力愈用愈多，也愈犀利。 

 

處於逆境中的個體以其負向情緒為特徵，包括憂鬱、焦慮、傷心、憤怒等。Martin 

和 Stoner (1996)指出這樣負向情緒的出現是有問題或有事需要改進的訊號，促使人們嘗

試改變以激勵創造力。May (1969/2001)認為創造力是具有強度意識的人與他的世界之間

的遭遇(encounter)，而如此遭遇經驗會帶來焦慮，是伴隨「自我與世界關係」發生動搖

而生的狀態，世界不再是我們所經驗的那樣。創造力的遭遇確實在某種程度上改變了自

我與世界的關係，我們感受的焦慮是在一段時間中變得失去根源與方向。因此逆境中負

向情緒狀態似乎有利於產生創造力。Kaufmann和 Vosburg (1997)研究發現負向情緒狀態

比模糊和正向情緒能產生更佳的創意問題解決。正向情緒是每件事都不錯的訊號，較無

法激勵人們付出更大的努力，去發現更好的新方法去做事(Hirt, McDonald & Melton, 

1996)。在能辨識創造力表現的酬賞和清楚感覺時，負向情緒和創造力表現有高度正相

關，正向情緒和創造力表現則有高度負相關(George & Zhou, 2002)。由上述而論創造力

似乎伴隨負向情緒，不過應是負向情緒激發創造力展現，而在經驗創造力的同時是愉悅

正向情緒。Fredrickson’s (1998, 2001)提出正向情緒的擴展和建立理論，隨著正向情緒的

擴展，會廣泛建立起個體資源，包括生理資源、社會資源、智力資源和心理資源（恢復

力、創造力）。 

 

本研究是針對創造力中的兩項概念創新行為和創造力自我效能來進行探討。首先就

創新行為來說，Oldham和 Cummings (1996)認為工作中的創造力表現必須符合新奇

(novel)和有用(useful)的兩個條件。所以創新行為是產生新奇且有用的具體行為。在逆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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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個體獲致囿限，為達適應與突破個體會產生創新行為以解決問題。研究發現中國私人

企業面對管理的混亂、動態和複雜時，會導致創新和促發行動，發展決定策略(Justin, 

1996)。Scott和 Bruce (1994)也指出個體創新是問題的辨識，產生新奇獲適應的概念和

解決辦法。在Wyman和 Forbes (2001)的研究中運用危機兒童及其父母教養逆境的兩個

族群，來解釋逆境中發展創造思考的適應表現。因此負向逆境中似乎更期待個體展現創

新行為，不過其中因應型態差異也影響著創新行為。Scott和 Bruce (1994)的研究發現系

統性問題解決風格和創新行為呈顯著負相關，直覺性問題解決風格則呈顯著正相關。系

統性問題解決是遵循習慣和法則，直覺性問題解決則強調想像與直覺來產生新奇問題解

決辦法。另外一個概念是創造力自我效能，根據 Tierney和 Farmer (2002)認為創造力自

我效能是個體對產生創意產品能力的信念。也就是自我有無信心產生創造產品。這種信

念是所謂外顯動機。McClelland, Koestner和Weinberger (1989)提出動機的種類分為外顯

和內隱動機，內隱動機較少意識且不容易很快地清晰，相反地外顯或自我歸因的動機則

容易明白。內隱動機控制情緒經驗的回憶和鮮明的記憶（Woike, 1994b; Woike, 

Gershkovich, Piorkowski, ＆ Polo, 1999）。外顯動機則控制自覺和自傳經驗的回憶，保

持自我概念的穩定或重大地改變個體的自我概念(DeStone & Salovey, 1997; Singer & 

Salovey, 1993; Woike, Mcleod, & Goggin, 2003)。逆境經驗屬於內隱動機是相關情緒經

驗、回憶等，影響著外顯動機就是個體自我知覺信念如創造力自我效能，逆境和艱困的

事件對情緒的涉入與重要性足以影響個體創造力自我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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