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共分為六節，第一節為研究架構；第二節為研究假設；第三節為研究樣本；第

四節為研究工具；第五節為研究程序；第六節為資料處理。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根據前述的動機與目的，綜合文獻探討的內容，研究者提出的變項包含樂觀、調節

焦點、情緒調節、恢復力和創造力。本研究所探討的逆境經驗包含「逆境感受」、「逆境

因應」與「逆境意義建構」三部分。「逆境感受」是指個體在逆境經驗中所覺知的情緒

狀態；「逆境因應」是指個體在逆境經驗的當下所採取的因應方式；「逆境意義建構」則

意指個體透過逆境經驗所產生的觀念與想法。 

 

因此研究者想要了解國內男女大學生在逆境經驗的感受、因應及其意義建構。且根

據相關的文獻資料，探討五個與逆境經驗有所關連的變項，包括：樂觀、調節焦點、情

緒調節、恢復力、創造力。因此大學生的「逆境經驗」與「樂觀」、「調節焦點」、「情緒

調節」、「恢復力」、「創造力」五個變項的關係，亦為本研究所欲探討之範圍。 

 

綜上所述，本研究所探討重點為國內大學生的逆境經驗，並研究「樂觀」、「調節焦

點」、「情緒調節」與逆境經驗之間關係。再針對逆境經驗與「恢復力」、「創造力」之關

係進行探討。本研究架構如圖 1依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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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本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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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假設 

 

根據前述的研究問題及文獻探討的結果，提出研究假設如下： 

 

（一）有關樂觀與逆境經驗之假設 

 假設一：大學生的樂觀向與逆境經驗有顯著的相關。 

   假設 1-1：大學生的樂觀與逆境感受有顯著的負相關。 

   假設 1-2：大學生的樂觀與逆境因應有顯著的正相關。 

   假設 1-3：大學生的樂觀與逆境意義建構有顯著的正相關。 

 

（二）有關調節焦點與逆境經驗之假設 

假設二：大學生的調節焦點與逆境經驗有顯著的相關。 

   假設 2-1：大學生的求成取向與逆境感受有顯著的負相關。 

   假設 2-2：大學生的求成取向與逆境因應有顯著的正相關。 

   假設 2-3：大學生的求成取向與逆境意義建構有顯著的正相關。 

   假設 2-4：大學生的避敗取向與逆境感受有顯著的正相關。 

   假設 2-5：大學生的避敗取向與逆境因應有顯著的負相關。 

   假設 2-6：大學生的避敗取向與逆境意義建構有顯著的負相關。 

 

（三）有關情緒調節與逆境經驗之假設 

  假設三：大學生的情緒調節與逆境經驗有顯著的相關。 

   假設 3-1：大學生的重新評估與逆境感受有顯著的負相關。 

   假設 3-2：大學生的重新評估與逆境因應有顯著的正相關。 

   假設 3-3：大學生的重新評估與逆境意義建構有顯著的正相關。 

   假設 3-4：大學生的壓抑與逆境感受有顯著的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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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設 3-5：大學生的壓抑取向與逆境因應有顯著的負相關。 

   假設 3-6：大學生的壓抑取向與逆境意義建構有顯著的負相關。 

   假設 3-7：大學生的沈著冷靜與逆境感受有顯著的負相關。 

   假設 3-8：大學生的沈著冷靜與逆境因應有顯著的正相關。 

   假設 3-9：大學生的沈著冷靜與逆境意義建構有顯著的正相關。 

 

（四）有關逆境經驗與恢復力之假設 

 假設四：大學生的逆境經驗與恢復力有顯著的相關。 

   假設 4-1：大學生的逆境感受與嘗新有顯著的負相關。 

   假設 4-2：大學生的逆境因應與嘗新有顯著的正相關。 

   假設 4-3：大學生的逆境意義建構與嘗新有顯著的正相關。 

   假設 4-4：大學生的逆境感受與恢復力有顯著的負相關。 

   假設 4-5：大學生的逆境因應與恢復力有顯著的正相關。 

假設 4-6：大學生的逆境意義建構與恢復力有顯著的正相關。 

 

（五）有關逆境經驗與創造力之假設 

假設五：大學生的逆境經驗與創造力有顯著的相關。 

   假設 5-1：大學生的逆境感受與創新行為有顯著的負相關。 

   假設 5-2：大學生的逆境因應與創新行為有顯著的正相關。 

   假設 5-3：大學生的逆境意義建構與創新行為有顯著的正相關。 

   假設 5-4：大學生的逆境感受與創造力的自我效能有顯著的負相關。 

   假設 5-5：大學生的逆境因應與創造力的自我效能有顯著的正相關。 

假設 5-6：大學生的逆境意義建構與創造力的自我效能有顯著的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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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六：大學生的樂觀、調節焦點、情緒調節對逆境經驗有顯著的預測功能。 

 

假設七：大學生的逆境經驗對恢復力、創造力有顯著的預測功能。 

 

假設八：大學生的樂觀、調節焦點、情緒調節、逆境經驗對恢復力、創造力有顯著的

預測功能。 

   

假設九：大學生的樂觀、調節焦點、情緒調節、逆境經驗與恢復力、創造力之間有顯

著的典型相關。 

 

 

 

 

 

 

 

 

 

 

 

 

 

 

 

 

 

 75



第三節 研究樣本 

 

本研究主要施測對象為台灣地區各公、私立大學的學生，研究對象分為預視問卷與

正式問卷受是對象兩類，分別說明如下： 

 

（一）預視問卷受試對象 

 

本研究之預試樣本，在民國 92 年 12月底以研究者之人際網路與方便取樣的方式選

取，包括政治大學修習「基礎英聽訓練」的心理系學生、「進階商用英聽訓練」的國貿

系及會計系學生，中原大學修習「會計實務」的會計系學生，另包括研究者人際網路所

聯絡施測之對象共有 8所大專院校。施測時間沒有限制，共計回收問卷 248份，其中

12份因漏答題數過多視為無效問卷，最後可用問卷為 236份（男生 70份，女生 166份）。 

 

（二）正式問卷受試對象 

 

本研究之正式樣本，以台灣地區各公、私立大學的學生為抽取對象，採立意取樣方

式抽取政大、台灣藝術大學、淡大、玄奘、康寧、陽明、中山醫藥大學、雲科大、嘉義

大學、暨大、大葉大學、中興大學、成大、致遠、中山、義守大學、宜蘭大學、台東大

學等十八所學校，共計回收問卷 1060份，經過篩選嚴重作答不完全的無效問卷 27份之

後，最後可用之問卷為 1033份，其中男性 450人，女性 583人，實際樣本回收的分部

情形入下表 1至表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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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大學生樣本地區分布之情形 

學  校 男 女 小  計 
政大 3 38 41 

台灣藝術大學 11 63 74 
淡大 3 29 32 
玄奘 5 10 15 
康寧 0 32 32 

北  區 

陽明 57 33 90 
合  計 79 205 284 
中山醫藥大學 19 36 55 
雲科大 17 29 46 
嘉義大學 23 61 84 
暨大 5 12 17 
大葉大學 39 61 100 

中  區 

中興大學 40 0 40 
合  計 143 199 342 

成大 17 79 96 
致遠 8 35 43 
中山 14 15 29 

南  區 

義守大學 91 6 97 
合  計 130 135 265 

宜蘭大學 65 33 98 東  區 
台東大學 33 11 44 

合  計 98 44 132 
 
表 2本研究大學生就讀學院之分布情形 

學院 人數 百分比 
教育學院 152 14.7 
文學院 183 17.7 
法學院 11 1.1 
商學院 163 15.8 
理工學院 262 25.4 
醫學院 137 13.3 
藝術學院 104 10.1 
傳播學院 13 1.3 
生命科學院 3 .3 
設計學院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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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本研究大學生就讀年級與學校性質之分布情形 

 人數 百分比 
大一 270 26.1 
大二 217 21.0 
大三 154 15.2 
大四 354 34.3 

就讀 
年級 

大五(含以上) 35 3.4 
一般公立大學 659 63.8 學校

性質 一般私立大學 374 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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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蒐集資料，所使用之研究工具，除了受試者基本資料的調查

部分外，共包括九個量表，其分別為逆境感受量表、逆境因應量表、逆境意義建構量表、

樂觀量表、調節焦點量表、情緒調節量表、自我恢復力量表、創新行為量表、創造力自

我效能自我效能量表。因逆境感受、逆境因應、逆境意義建構及自我恢復力四個量表為

自編與修訂，故就其內容架構與修訂、計分方式以及預試與正式問卷的結果加以說明；

另外再分別闡述其他五個量表的內容架構與修訂、計分方式及信效度。 

 

（一）逆境感受量表 

 

1. 量表內容架構 

本研究所採用的逆境感受量表，是由吳靜吉、蔡雅如(2004)發展編制而成。首先以

開放問卷（N＝116）來進行題目的蒐集，以「逆境的感受」作為題幹，詢問一般大眾

面臨逆境產生之感受。經內容分析及歸類後，選取 11種逆境的感受作為預試的題目。

預試是以政治大學、中原大學、淡江大學等八所學校的學生為對象。共回收可用之問卷

為 236份（男生 70份，女生 166份）。 

 

2. 量表的計分方式 

此量表採取 Likert’s四點量表來作答，根據受試者對每一個題項的反應程度，選擇

最能描述受試者本身的情況。1代表非常不符合，代表還算符合，3代表不太符合，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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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 4分。而在逆境感受總量表之計分上，則是將「徬徨無助」、「丟臉憤怒」兩個分量表

加總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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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預試問卷的結果分析 

 

預試問卷回收後，隨即進行資料的分析，以考驗研究工具的信效度。經考驗預試問

卷後，其結果說明如下： 

 

（1）因素分析 

    本研究以 SPSS統計軟體 10.0視窗版，進行統計分析。在預試問卷的因素分析上，

本研究採用主成分（principal components）萃取因素，以特徵值大於 1者及因素陡坡圖

作為因素個數的篩選標準，再以直接斜交（direct oblimin）進行轉軸，得特徵值大於 1

之因素 2個，陡坡圖中亦顯示萃取 2個因素較為適宜，另外 KMO值為 .879與 Bartlett

的檢定達顯著都證明了因素分析的適切性。 

 

參照因素負荷量<.50，且刪第 8題後徬徨無助分量表信度可從 .72提升至 .85，經

由與指導教授討論過後，決定刪去第 8題。第一個因素命名為「徬徨無助」，共計 7題，

可解釋 37.9﹪的結構變異量；第二個因素命名為「丟臉憤怒」，共計 3題，可解釋 12.4

﹪的結構變異量。此兩個因素共可解釋 50.3﹪的結構變異量。因素分析結果參見附錄一

之表 5。 

（2）信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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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徬徨無助分量表的 Cronbach α= .85，逆境感受丟臉憤怒分量表的 Cronbach α= .54，而總

量表的 Cronbach α= .82。顯示其具有不錯之內部一致性，信度尚可。信度分析結果參見

附錄一之表 6。 

（3）各分量表之內在相關 

本研究發現逆境的徬徨無助感受與丟臉憤怒感受分量表之相關係數 r（116）=.375(p

＜.01)，顯示兩這之間呈現中度正相關，此處亦反應了面臨逆境時徬徨無助與丟臉憤怒

的感受有些許的關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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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效度驗證 

本研究分別針對幽默因應量表及希望量表作效度驗證。在幽默因應量表的分析發

現，逆境感受量表的總分與幽默因應量表總分的相關係數 r（116）= -.172(p＜.01)。另

外針對幽默因應的兩個因素：一般生活因應、困境因應，與本研究所發展的逆境感受量

表中的兩個因素：徬徨無助、丟臉憤怒作相關。結果發現，徬徨無助、丟臉憤怒與困境

因應的相關係數分別為 r（116）= -.249(p＜.01)、r（116）= -.286(p＜.01)。此結果顯示，

本研究發展的逆境感受量表與幽默因應量表有顯著的負相關。 

 

在希望量表的分析發現，逆境感受量表的總分與希望量表總分的相關係數 r（116）

= -.201(p＜.01)。本研究所發展的逆境感受量表中的兩個因素：徬徨無助、丟臉憤怒與

希望量表總分作相關，結果發現，徬徨無助與希望量表總分的相關係數 r（116）= -.209(p

＜.01)。此結果顯示，本研究發展的逆境感受量表與希望量表有顯著的負相關。 

 

4. 正式問卷的結果分析 

 

本研究以 LISREL8.52版進行驗證性因素分析。逆境感受的測量模式中有 10個測

量變項，2個潛在變項，為了使各個潛在變項的量尺能予確立，因此將每一個潛在變項

的變異數皆設定為 1，且允許因素的共變矩陣自由估計。將測量變項原始資料之相關矩

陣輸入語法，以 LISREL中的最大概似法(ML:Maximum Likelihood)進行參數之估計。

結果如表 4： 

 

 

 

 

 

 

 81



表 4逆境感受的驗證性因素分析與信度 

題目 因素負荷量 標準誤 t值 

因素一：徬徨無助 

1. 沮喪不安。 .72*** .03 22.89

2. 痛苦難受。 .66*** .03 22.05

3. 徬徨害怕疑惑。 .71*** .03 22.61

4. 意志消沉缺乏信心。 .69*** .03 23.56

6. 挫折傷心。 .73*** .03 23.67

7. 惶恐無力感。 .70*** .03 22.24

9. 寂寞無助。 .56*** .03 17.94

Alpha = .86 

因素二：丟臉憤怒 

5. 生氣憤怒。 .54*** .03 15.79

8. 後悔有罪惡感。 .66*** .03 19.49

10.狼狽丟臉。 .69*** .03 20.34

Alpha = .67         總量表 Alpha = .86 

適合度指標： χ2=28.3  df=19  p=0.077  RMSEA=0.022  NFI=1.00  CFI=1.00  GFI=0.99  AGFI=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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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初始模式時，依據修正指標(MI:Modification Index)進行模式修飾，在逆境感受量

表中，可能因其題目間有相似之構念或為量表編制時忽略了某特定因素，也可能是方法

效應之問題，如問卷題目的排列順序等。在此層面的考量下，將測量誤差之間的相關視

為合理而置入模式中作適當之修正，期望能使模式之契合度更為理想。 

 

在驗證性因素分析中的結果顯示，χ2=28.33、df=19、p>.05，表示模式與資料間相

互契合。徬徨無助的因素負荷量介於.56～.73；丟臉憤怒的因素負荷量介於.54～.69。而

徬徨無助與丟臉憤怒因素間的相關為.65已達顯著水準，可由LISREL中的Φ矩陣獲得。

另外在正式施測量表中之內部一致性係數分別為徬徨無助Cronbach α= .86、丟臉憤怒

Cronbach α= .67，而逆境感受總量表Cronbach α= .86，上述結果顯示逆境感受量表之信

效度還算不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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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逆境因應量表 

 

1. 量表內容架構 

本研究所採用的逆境因應量表，是由吳靜吉、蔡雅如（2004）發展編制而成。首先

以開放問卷（N＝116）來進行題目的蒐集，以「逆境的因應」為題幹，詢問一般大眾

如何處理和因應逆境。經內容分析及歸類後，選取 12種逆境的處理方式與因應之道作

為預試的題目。 

 

2. 量表的計分方式 

此量表採取 Likert’s四點量表來作答，根據受試者對每一個題項的反應程度，選擇

最能描述受試者本身的情況。1代表非常不符合，代表還算符合，3代表不太符合，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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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 4分。而在逆境因應總量表之計分上，則是將「消極處理」分量表反向計分後，再與

「積極處理」與「調適轉移」來進行加總計分。 

 

3. 預試問卷的結果分析 

 

預試問卷回收後，隨即進行資料的分析，以考驗研究工具的信效度。經考驗預試問

卷後，其結果說明如下： 

 

（1） 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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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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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limin）進行轉軸，得特徵值大於 1之因素 4個，陡坡圖中亦顯示萃取 3~4個因素較

為適宜，另外 KMO值為 .739與 Bartlett的檢定達顯著都證明了因素分析的適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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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照因素負荷量，第 7題之係數為負因而將之反向計分，而第四個因素的 3、5題

在其他因素上係數亦為負向也將之反向計分，再與指導教授討論過後，嘗試限制三個因

素進行第二次因素分析，同樣以主成分（principal components）萃取因素，以特徵值大

於 1者及因素陡坡圖作為因素個數的篩選標準，再以直接斜交（direct oblimin）進行轉

軸，得特徵值大於 1之因素 3個，陡坡圖中亦顯示萃取 3個因素較為適宜，另外 KMO

值為 .750與 Bartlett的檢定達顯著都證明因素分析的適切性。第一個因素命名為「積極

處理」，共計 6題，可解釋 22.8﹪的結構變異量；第二個因素命名為「消極處理」，共計

3題，可解釋 18.3﹪的結構變異量；第三個因素命名為「調適轉移」，共計 3題，可解

釋 15.0﹪的結構變異量。此三個因素共可解釋 56.1﹪的結構變異量。因素分析結果參見

附錄一之表 7。 

（2）信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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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量表的 Cronbach α= .77，消極處理分量表的 Cronbach α= .68，調適轉移分量表的

Cronbach α=.63，而總量表的 Cronbach α= .73。顯示其具有不錯之內部一致性，信度尚

可接受。信度分析結果參見附錄一之表 8。 

（3） 各分量表之內在相關 

本研究發現積極處理與消極處理分量表之相關係數 r（116）= -.161(p＜.05)，顯示

兩這之間呈現低度負相關；積極處理與調適轉移分量表相關係數 r（116）= .347(p＜.01)，

顯示兩者之間呈現中度正相關；消極處理與調適轉移分量表之相關係數 r（116）= .151(p

＜.05)，顯示兩者之間呈現低度正相關。此處反應了積極處理與消極處理、消極處理與

調適轉移的相關性不高，而積極處理與調適轉移則有些許的關聯。 

（4） 效度驗證 

本研究分別針對幽默因應量表及希望量表作效度驗證。在幽默因應量表的分析發

現，逆境因應量表的總分與幽默因應量表總分的相關係數 r（116）=.215(p＜.01)。另外

針對幽默因應的兩個因素：一般生活因應、困境因應，與本研究所發展的逆境因應量表

中的三個因素：積極處理、消極處理和調適轉移作相關。結果發現，調適轉移與一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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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因應的相關係數 r（116）=.198(p＜.01)；積極處理、調適轉移與困境因應的相關係數

分別為 r（116）=.216(p＜.01)、r（116）=.181(p＜.01)。此結果顯示，本研究發展的逆

境因應量表與幽默因應量表有顯著正相關。 

 

在希望量表的分析發現，逆境因應量表的總分與希望量表總分的相關係數 r（116）

=.393(p＜.01)。另將希望量表的總分與本研究所發展逆境因應量表中的三個因素：積極

處理、消極處理和調適轉移作相關，結果發現，積極處理、消極處理、調適轉移與希望

量表總分的相關係數分別為 r（116）=.383(p＜.01)、r（116）= -.177(p＜.01)、r（116）

=.186(p＜.01)。此結果顯示，本研究發展的逆境因應量表與希望量表有顯著相關。 

 

4. 正式問卷的結果分析 

 

本研究以 LISREL8.52版進行驗證性因素分析。逆境因應的測量模式中有 12個測

量變項，3個潛在變項，為了使各個潛在變項的量尺能予確立，因此將每一個潛在變項

的變異數皆設定為 1，且允許因素的共變矩陣自由估計。將測量變項原始資料之相關矩

陣輸入語法，以 LISREL中的最大概似法(ML:Maximum Likelihood)進行參數之估計。

結果如表 5： 

 

表 5逆境因應的驗證性因素分析與信度 

題目 因素負荷量 標準誤 t值 

因素一：積極處理    

1. 面對問題積極處理。 .74*** .14 5.41 

2. 尋求資源與協助。 .58*** .04 16.00

8. 反省自己、重新檢討、化危機為轉機接受挑戰。 .56*** .04 16.52

10.與相關的當事人協調溝通。 .63*** .03 18.99

11.重新詮釋問題情境。 .64*** .05 14.04

12.轉換問題情境重新開始。 .49*** .09 5.57 

Alpha = .76 

因素二：消極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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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順其自然靜待復原。 .54*** .04 14.99

5. 置之不理讓時間沖淡一切。 .80*** .04 20.09

7. 脫離逃避問題情境。 .46*** .04 12.80

Alpha = .61 

因素三：調適轉移    

4. 轉移注意力例如培養休閒活動、重新尋找努力目標等。 .41*** .04 11.30

6. 內在調適、樂觀看待、改變想法。 .53*** .04 14.71

9. 放鬆心情、調整自己。 .71*** .04 18.31

Alpha = .56         總量表 Alpha = .75 

適合度指標： χ2=36.20  df=29  p=0.168  RMSEA=0.016  NFI=0.99  CFI=0.99  GFI=0.99  AGFI=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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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初始模式驗證時，依據修正指標進行模式之修飾，在逆境因應量表中，可能因前

述原因之考量，同樣地將測量誤差之間的相關視為合理而置入模式中作適當之修正，再

者，也於逆境因應量表中修正各個測量變項與潛在變項間之相關，該做法乃基於非相對

應之各個測量變項與潛在變項之間可能具有關聯性，而最終無非期望能使模式之契合度

更為理想。 

 

在驗證性因素分析中的結果顯示，χ2=36.20、df=29、p>.05，表示模式與資料間相

互契合。積極處理的因素負荷量介於.49～.74；消極處理的因素負荷量介於.54～.80；調

適轉移的因素負荷量介於.41～.71。而積極處理與消極處理因素間的相關為-0.46，而積

極處理與調適轉移因素間的相關為 0.69，而積極處理與消極處理因素間的相關為-0.12，

均達顯著水準。另外在正式施測量表中之內部一致性係數分別為積極處理Cronbach 

α= .76、消極處理Cronbach α= .61、調適轉移Cronbach α= .56，而逆境因應總量表Cronbach 

α= .75，上述結果顯示逆境因應量表之信效度尚可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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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逆境意義建構量表 

 

1. 量表內容架構 

本研究所採用的逆境意義建構量表，是由吳靜吉、蔡雅如（2004）發展編制而成。

首先以開放問卷（N＝116）來進行題目的蒐集，以「逆境的啟示」作為題幹，詢問一

般大眾在逆境經驗後的意義建構。經內容分析及歸類後，選取 15種在經歷逆境經驗後

所產生之意義建構作為預試的題目。 

 

2. 量表的計分方式 

此量表採取 Likert’s四點量表來作答，根據受試者對每一個題項的反應程度，選擇

最能描述受試者本身的情況。1代表非常不符合，代表還算符合，3代表不太符合，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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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 4分。而在預試中逆境意義建構總量表之計分，是將「積極信念」、「反思求變」與「領

悟磨練」三個分量表加總計分，因正式施測問卷僅有「積極信念」與「領悟磨練」，故

總量表計分則為加總此二個分量表之分數。 

 

3. 預試問卷的結果分析 

 

預試問卷回收後，隨即進行資料的分析，以考驗研究工具的信效度。經考驗預試問

卷後，其結果說明如下： 

 

（1）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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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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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limin）進行轉軸，得特徵值大於 1之因素 6個，陡坡圖中亦顯示萃取 6~7個因素較

為適宜，另外 KMO值為 .872與 Bartlett的檢定達顯著都證明了因素分析的適切性。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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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刪題後信度，刪去第 15題可將領悟磨練分量表信度由 .66提升至 .72，經由與指導

教授討論過後，決定刪去第 15題。第一個因素命名為「積極信念」，共計 5題，可解釋

35.8﹪的結構變異量；第二個因素命名為「反思求變」，共計 4題，可解釋 11.0﹪的結

構變異量；第三個因素命名為「領悟磨練」，共計 5題，可解釋 7.4﹪的結構變異量。此

三個因素共可解釋 54.2﹪的結構變異量。因素分析結果參見附錄一之表 9。 

（2）信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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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量表的 Cronbach α= .84，反思求變分量表的 Cronbach α= .71，領悟磨練分量表的

Cronbach α=.72，而總量表的 Cronbach α= .87。顯示具有不錯之內部一致性，信度不錯。

信度分析參見附錄一之表 10。 

（3）各分量表之內在相關 

本研究發現積極信念與反思求變分量表之相關係數 r（116）= .485(p＜.01)，顯示兩

這之間呈現中度正相關；積極信念與領悟磨練分量表相關係數 r（116）= .573(p＜.01)，

顯示兩者之間呈現中度正相關；反思求變與領悟磨練分量表之相關係數 r（116）= .593(p

＜.01)，顯示兩者之間呈現中度正相關。此處反應了積極信念與反思求變、積極信念與

領悟磨練及反思求變與領悟磨練則有些許的關聯。 

（4）效度驗證  

本研究分別針對幽默因應量表及希望量表作效度驗證。在幽默因應量表的分析發

現，逆境意義建構量表的總分與幽默因應量表總分的相關係數 r（116） =.255(p＜.01)。

另外針對幽默因應的兩個因素：一般生活因應、困境因應，與本研究所發展的逆境意義

建構量表中的三個因素：積極信念、反思求變和領悟磨練作相關。結果發現，積極信念、

反思求變和領悟磨練與一般生活因應的相關係數分別為 r（116）=.250(p＜.01)、r（116）

=.189(p＜.01)、r（116）=.199(p＜.01)；積極信念與困境因應的相關係數 r（116）=.201(p

＜.01)。此結果顯示，本研究發展的逆境意義建構量表與幽默因應量表有顯著的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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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望量表的分析發現，逆境意義建構量表的總分與希望量表總分的相關係數 r

（116）=.344(p＜.01)。另將希望量表的總分與本研究所發展逆境因應量表中的三個因

素：積極信念、反思求變和領悟磨練作相關。結果發現，積極信念、反思求變和領悟磨

練與希望量表總分的相關係數分別為 r（116）=.354(p＜.01)、r（116）=.250(p＜.01)、r

（116）=.245(p＜.01)。此結果顯示，本研究發展的逆境因應量表與希望量表有顯著的

正相關。 

 

4. 正式問卷的結果分析 

 

逆境意義建構量表本於預試中為 3個因素積極信念、反思求變與領悟磨練，但在正

式施測資料分析中先以探索性因素分析檢測資料，發現僅有 2個因素積極信念與領務磨

練，而反思求變之題目則分散於兩個因素中，因考量正式樣本數較大具有代表性故以其

為主，在與指導教授討論過後，決定將所發展之逆境意義建構量表區分為積極信念與領

悟磨練兩個因素。  

 

在逆境意義建構的測量模式中有 14個測量變項、2個潛在變項，為了使各個潛在

變項的量尺能予確立，因此將每一個潛在變項的變異數皆設定為 1，且允許因素的共變

矩陣自由估計。將測量變項原始資料之相關矩陣輸入語法，以 LISREL中的最大概似法

(ML:Maximum Likelihood)進行參數之估計。結果如表 6： 

 

表 6逆境意義建構的驗證性因素分析與信度 

題目 因素負荷量 標準誤 t值 

因素一：積極信念    

2. 肯定事前準備的重要性。 .52*** .04 14.07

3. 體認成功是不斷累積的，不要因一次挫敗而失去信心。 .68*** .04 18.33

4. 學會往好處想，化逆境為順境。 .69*** .04 16.19

5. 相信努力可以克服一切。 .58*** .04 16.32

6. 相信有心解決問題就會成功。 .59*** .04 1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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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相信找到方法就可以解決問題。 .56*** .04 14.60

Alpha = .78 

因素二：領悟磨練    

1. 學會傾聽內在聲音加以感受體會。 .51*** .03 15.42

8. 學會不要意氣用事而要與別人溝通分享。 .54*** .03 17.16

9. 學會在幫別人之前先要信任自己或評估自己的力量。 .46*** .04 13.00

10.肯定生命是需要自己先學會改變。 .85*** .10 8.71 

11.了解人生不一定完美，世事難料要面對現實看得開。 .85*** .10 8.29 

12.領悟到人要積極創新。 .62*** .03 19.76

13.學會將逆境當作人生試練的必經歷程。 .58*** .03 17.15

14.了解適應要付出時間與代價。 .48*** .03 14.87

Alpha = .80         總量表 Alpha = .86 

適合度指標： χ2=53.47  df=43  p=0.132  RMSEA=0.015  NFI=0.99  CFI=1.00  GFI=0.99  AGFI=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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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初始模式驗證時，依據修正指標進行模式之修飾，在逆境意義建構量表中，可能

因前述原因之考量，同樣地將測量誤差之間的相關視為合理而置入模式中作適當之修

正，並同時修正各個測量變項與潛在變項間之相關，期望能使模式之契合度更為理想。 

 

在驗證性因素分析中的結果顯示，χ2=53.47、df=43、p>.05，表示模式與資料間相

互契合。積極信念的因素負荷量介於.52～.69；領悟磨練的因素負荷量介於.46～.85。而

積極處理與消極處理因素間的相關為 0.83，已達顯著水準。此結果顯示逆境意義建構量

表之信效度還算不錯。另外在正式施測量表中之內部一致性係數分別為積極信念

Cronbach α= .78、領悟磨練Cronbach α= .80，而逆境意義建構總量表Cronbach α= .86，

上述結果顯示逆境感受量表之信效度還算不錯。 

 

（四）自我恢復力量表 

 

1. 量表的內容架構 

自我恢復力量表是由 Black和 Kremen(1996)所編制的量表修訂而來，此一量表的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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念來自於 Block（1982）認為自我恢復力是個體在短暫、不再劇烈呈現的壓力調適需求

影響後，能夠改變且回復到原有自我控制層次的特徵。具有高恢復力的個體傾向於在較

模糊的人際世界中有較高的能力且感到愉快。在 Black和 Kremen的研究發現量表的

Cronbach α＝.76，顯示該量表有不錯的信度。而在其研究中也顯示該量表具有不錯的建

構效度。原自我恢復力量表共有 14題，在盡量不改變原量表編制者原意的情形下，改

以國人較能理解的語句，並進行翻譯上的修訂。 

 

2. 量表的計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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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對各題項的反應程度，選擇最能描述受試者的情況。1代表完全不符合，2代表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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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3」給 3分，選「4」給 4分。而在自我恢復力總量表之計分上，則是將「嘗新」、「恢

負力」兩個分量表加總計分。 

 

3. 預試問卷的結果分析 

 

預試問卷回收後，隨即進行資料的分析，以考驗研究工具的信效度。經考驗預試問

卷後，其結果說明如下： 

 

（1） 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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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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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limin）進行轉軸，得特徵值大於 1之因素 4個，陡坡圖中亦顯示萃取 4~5個因素較

為適宜，另外 KMO值為 .841與 Bartlett的檢定達顯著都證明了因素分析的適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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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照各個因素的解說變異量與成分相關矩陣，發現第一因素與第二因素有較高的解

釋量且成分相關矩陣達.427，同時考慮原始量表兩個因素的構念，在經由與指導教授討

論過後，決定將第三個因素的 62、67及第四個因素的 68題刪除，另參照因素負荷量

<.50，刪去第 63題。第一個因素命名為「嘗新」，共計 6題，可解釋 30.1﹪的結構變異

量；第二個因素命名為「恢復力」，共計 4題，可解釋 9.7﹪的結構變異量；。此二個因

素共可解釋 39.8﹪的結構變異量。因素分析結果如表 7。 

（2） 信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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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的 Cronbach α= .82，恢復力分量表的 Cronbach α= .55，而總量表的 Cronbach α= .81。

顯示其具有不錯之內部一致性，信度尚可接受。信度分析結果如表 8： 

 

表 7恢復力的因素分析摘要表 

因素 

次序 

因素 

名稱 

題

號 

題目 因素 

負荷量

特徵

值 

解釋 

變異量 

累積 

變異量 

11 我喜歡做新穎和不同的事 .811 

8 我比大多數的人好奇 .779 

3 我喜愛處理新穎和不尋常的情況 .766 

12 我的日常生活中充滿著讓我興致高昂

的事情 
.679 

6 我被認為是個精力充沛的人 .666 

7 我喜歡走不同的路到熟悉的地方 .601 

因 

素 

一 

嘗 

新 

-5 我喜愛嘗試從未吃過的新食物 .466 

4.21 30.1 30.1 

14 我能相當快速地平息我對他人的憤怒 .725 

2 我可以很快地從驚嚇中恢復過來 .629 

1 我對朋友是慷慨的 .574 

因 

素 

二 

恢 

復 

力 

13 我願意形容自己是個性堅強的人 .502 

1.36 9.7 39.8 

－代表刪減的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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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恢復力信度分析結果 

因素 

次序 

因素 

名稱 

題

號 

題目 該題刪除

後之 α值

分量表 

α值 

11 我喜歡做新穎和不同的事 .76 

8 我比大多數的人好奇 .77 

3 我喜愛處理新穎和不尋常的情況 .77 

12 我的日常生活中充滿著讓我興致高昂

的事情 
.78 

6 我被認為是個精力充沛的人 78 

7 我喜歡走不同的路到熟悉的地方 80 

因 

素 

一 

嘗 

新 

-5 我喜愛嘗試從未吃過的新食物 .82 

.82 

14 我能相當快速地平息我對他人的憤怒 .48 

2 我可以很快地從驚嚇中恢復過來 .45 

1 我對朋友是慷慨的 .49 

因 

素 

二 

恢 

復 

力 

13 我願意形容自己是個性堅強的人 .49 

.55 

總量表 α值 = .81 

－代表刪減的題目 
 

（3）各分量表之內在相關 

本研究發現恢復力的嘗新與恢復力分量表之相關係數 r（116）=.453(p＜.01)，顯示

兩這之間呈現中度正相關，如此亦反應嘗新與恢復力的確有些許的關聯。 

（4）效度驗證 

本研究分別針對幽默因應量表及希望量表作效度驗證。在幽默因應量表的分析發

現，恢復力量表的總分與幽默因應量表總分的相關係數 r（116）= .364(p＜.01)。另外針

對幽默因應的兩個因素：一般生活因應、困境因應，與本研究所修訂的恢復力量表中的

兩個因素：嘗新、恢復力作相關。結果發現，嘗新、恢復力與一般生活因應的相關係數

分別為 r（116）= .246(p＜.01)、r（116）= .199(p＜.01)，而嘗新、恢復力與困境因應則

分別為 r（116）= .322(p＜.01)、r（116）= .295(p＜.01)。此結果顯示，本研究修訂的恢

復力量表與幽默因應量表有顯著的正相關。 

 

在希望量表的分析發現，恢復力量表的總分與希望量表總分的相關係數 r（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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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6(p＜.01)。本研究所翻譯的恢復力量表中的兩個因素：嘗新、恢復力與希望量表總

分作相關，結果發現，嘗新、恢復力與希望量表總分的相關係數 r（116）= .453(p＜.01)、

r（116）= .462(p＜.01)。此結果顯示，本研究翻譯的恢復力量表與希望量表有顯著的正

相關。 

 

4. 正式問卷的結果分析 

 

自我恢復力的測量模式中有 10個測量變項、2個潛在變項，為了使各個潛在變項

的量尺能予確立，因此將每一個潛在變項的變異數皆設定為 1，且允許因素的共變矩陣

自由估計。將測量變項原始資料之相關矩陣輸入語法，以 LISREL中的最大概似法

(ML:Maximum Likelihood)進行參數之估計。結果如表 9： 

 

表 9自我恢復力的驗證性因素分析與信度 

題目 因素負荷量 標準誤 t值 

因素一：嘗新    

3. 我喜愛處理新穎和不尋常的情況。 .73*** .03 24.64

4. 我被認為是個精力充沛的人。 .57*** .03 17.31

5. 我喜歡走不同的路到熟悉的地方。 .57*** .03 18.43

6. 我比大多數的人好奇。 .69*** .03 21.36

7. 我喜歡做新穎和不同的事。 .82*** .03 27.90

8. 我的日常生活中充滿著讓我興致高昂的事情。 .62*** .03 19.19

Alpha = .83 

因素二：恢復力    

1. 我對朋友是慷慨的。 .44*** .04 12.02

2. 我可以很快地從驚嚇中恢復過來。 .54*** .04 14.72

9. 我願意形容自己是個性堅強的人。 .53*** .04 14.66

10.我能相當快速地平息我對他人的憤怒。 .49*** .04 13.27

Alpha = .57         總量表 Alpha = .83 

適合度指標： χ2=30.55  df=22  p=0.106  RMSEA=0.019  NFI=0.99  CFI=1.00  GFI=0.99  AGFI=0.99

*p<.05 ; **p<.01 ;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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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初始模式驗證時，依據修正指標進行模式之修飾，在自我恢復力量表中，可能因

前述原因之考量，同樣地將測量誤差之間的相關視為合理而置入模式中作適當之修正，

期望能使模式之契合度更為理想。 

 

在驗證性因素分析中的結果顯示，χ2=30.55、df=22、p>.05，表示模式與資料間相

互契合。嘗新的因素負荷量介於.57～.82；恢復力的因素負荷量介於.44～.54，。而嘗新

與恢復力因素間的相關為 0.75，已達顯著水準。另外在正式施測量表中之內部一致性係

數分別為嘗新Cronbach α= .86、恢復力Cronbach α = .67，而自我恢復力總量表Cronbach 

α= .86，上述結果顯示逆境感受量表之信效度尚可接受。 

 

（五）樂觀量表 

 

1. 量表的內容架構 

本研究所採用的樂觀概念量表為吳靜吉、李澄賢（2003）所編制樂觀量表的一部份。

原先是以開放問卷來進行題目的蒐集，以「悲觀是」與「樂觀是」作為題幹，詢問一般

大眾對於樂觀與悲觀的概念。經其內容分析、歸類與預試結果討論後，最終選定 6題樂

觀概念方面的題目，用以了解受試者在樂觀程度上的情況，其中可抽取出「勇於面對挫

折」、「正向結果預期」兩個主要因素，此部分即為本研究所使用的工具之一，另外該量

表尚收錄 8題樂觀信念及 10題樂觀影響力方面的題目。 

 

2. 量表的計分方式 

此量表原為 Likert’s五點量表，但為配合本研究中的其他量表，使整份問卷有較佳

的一致性，因此將其填答方式改為四點量表。1代表非常不同意，代表不太同意，3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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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 3分，選「4」給 4分。而在樂觀總量表之計分上，則是將「勇於面對挫折」、「正向

結果預期」兩個分量表加總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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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信度 

根據李澄賢（2004）的研究，經因素分析的結果抽取出「勇於面對挫折」、「正向結

果預期」兩個因素，Cronbach’s α分別為.77和.74。而以本研究之受試對象所進行之信

度分析所得 Cronbach’s α值，分別為勇於面對挫折 .76、正向結果預期 .76，樂觀總量

表則為 .77。顯示具有不錯之內部一致性。 

 

4. 效度 

李澄賢（2004）的研究中，針對 LOT中文版作同時效度分析，樂觀概念量表的總

分與 LOT中文版總分的相關係數 r（909）=.399(p＜.01)。另外針對 LOT中文版的兩個

因素：否及泰來、如己所願，和樂觀概念量表中的兩個因素：勇於面對挫折、正向結果

預期做相關。結果發現，勇於面對挫折、正向結果預期與如己所願的相關係數分別為 r

（909）=.355(p＜.01)、r（909）=.588(p＜.01)，正向結果預期與否及泰來的相關係數為

r（909）=.260(p＜.01)，綜上所述相關皆達.01的顯著水準表示此量表之構念效度可被

接受。 

 

（六）調節焦點量表 

 

1. 量表的內容架構 

本研究所採用的調節焦點量表是由吳靜吉、李澄賢（2003）根據 Lockwood, Jordan

和 Kunda (2002)所編制的量表修訂而來。此一量表的構念由 Higgins（1997,1998）的理

論與研究提出，認為個體會有兩種不同的調節焦點：求成取向（promotion）與避敗取

向(prevention)，因此 Lockwood等人（2002）所編制的調節焦點量表包含兩個分量表：

求成取向與避敗取向。  

 

2. 量表的計分方式 

此量表原為 Likert’s九點量表的填答方式，本研究將其改為四點量表作答，以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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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中的其他量表，使整份問卷有較佳的一致性。根據受試者對各題項的反應程度，

選擇最能代表受試者本身的情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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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信度 

Lockwood等人在對 704位大學生進行施測時，求成取向分量表的 Cronbach α

＝.81，避敗取向的分量表的 Cronbach α＝.75，顯示各分量表具有不錯的信度。而李澄

賢（2004）的研究中針對 909位受試者施測後，所得求成取向分量表的 Cronbach α＝.81，

避敗取向的分量表的 Cronbach α＝.73。而以本研究之受試對象所進行之信度分析所得

Cronbach’s α值，分別為求成取向 .78、避敗取向 .68。顯示其內部一致性還算不錯。 

 

4. 效度 

在 Lockwood等人進行的研究中發現傾向求成取向受試者較容易回憶正面楷模

(p<.01)；而傾向避敗取向受試者較容易回憶負面楷模(p<.01)。另外在李澄賢（2004）的

研究中，「求成取向量表」與「樂觀概念量表」的兩個因素正向結果預期、勇於面對挫

折及「樂觀增長信念量表」的相關係數分別為 r（909）=.209(p＜.01)、r（909）=.407(p

＜.01)、r（909）=.335(p＜.01)；「避敗取向量表」與「樂觀概念量表」的兩個因素正向

結果預期、勇於面對挫折及「樂觀固定信念量表」的相關係數分別為 r（909）=-.199(p

＜.01)、r（909）=.-.095(p＜.01)、r（909）=.171(p＜.01)，綜上所述相關皆達.01顯著水

準表示此量表之構念效度可被接受。 

 

（七）情緒調節量表 

 

1. 量表的內容架構 

本研究所採用的情緒調節量表是由吳靜吉、李澄賢（2003）根據 Gross和 John (2003)

所編制的量表修訂而來。此一量表之構念是由 Gross (1998)提出兩種情緒調節的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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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評估（reappraisal）與壓抑（suppression）。所以在 Gross和 John (2003)的研究中包

含重新評估和壓抑兩個分量表。而在李澄賢（2004）進行量表的探索性及驗證性因素分

析後，發現除了原有的兩個分量表外，還有一個沈著冷靜的情緒調節策略存在，因而將

之其命名為沈著冷靜，並於原量表中增加兩個測量沈著冷靜的題目。 

 

2. 量表的計分方式 

此量表原為 Likert’s七點量表的填答方式，本研究將其改為四點量表作答，以配合

本研究中的其他量表，使整份問卷有較佳的一致性。根據受試者對各題項的反應程度，

選擇最能代表受試者本身的情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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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信度 

在 Gross和 John (2003)針對四群樣本的研究中，重新評估分量表 Cronbach’s α介

於 .75～ .82之間，壓抑分量表的 Cronbach’s α則介於 .68～ .75之間。而在李澄賢

（2004）的研究中，重新評估分量表 Cronbach α＝.79，壓抑分量表 Cronbach α＝.66、

沉著冷靜分量表 Cronbach α＝.72。而以本研究之受試對象所進行之信度分析所得

Cronbach’s α值，分別為重新評估 .71、壓抑 .68、沉著冷靜 .65。顯示內部一致性尚可

接受。 

 

4. 效度 

重新評估和與 Carver, Scheier和Weintraub (1989)因應特質中的重新解釋成顯著正

相關(p＜.01)，壓抑則與發洩呈顯著負相關(Gross & John, 2003)。另外在李澄賢（2004）

的研究中，「重新評估分量表」與樂觀增長信念的相關係數為 r（909）=.283(p＜.01)，「壓

抑分量表」與樂觀固定信念和增長信念的相關係數分別為 r（909）=.131(p＜.01)、r（909）

=-.093(p＜.01)，「沈著冷靜分量表與」樂觀固定信念和增長信念的相關係數分別為 r（909）

=-.073(p＜.05)、r（909）=.176(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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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創新行為量表 

 

1. 量表的內容架構 

本研究所採用的創新行為量表，乃由吳靜吉、郭俊賢、王文中、劉鶴龍、陳淑惠和

李慧賢（1996）依據 Scott和 Bruce (1994)創新行為量表所編制(Innovative Behavior 

Scale)。將原本屬主管評量部屬的創新行為的六道題目，改為公司員工自評創新行為表

現的七道題目。 

 

2. 量表的計分方式 

此量表原為 Likert’s五點量表的填答方式，本研究將其改為四點量表作答，以配合

本研究中的其他量表，使整份問卷有較佳的一致性。根據受試者對各題項的反應程度，

選擇最能代表受試者本身的情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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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信度 

在 Scott和 Bruce (1994)針對 172位主管的研究中，以因素分析方式萃取一個因素

「創新行為」，內部一致性 Cronbach α＝.89。而國內吳靜吉、郭俊賢、王文中、劉鶴龍、

陳淑惠和李慧賢（1996）的研究中，量表 Cronbach α＝.88。李澄賢（2004）以 909位

大學生的填答結果量表 Cronbach α＝.86。顯示整份量表在國內外都具有不錯的信度。

而以本研究之受試對象所進行之信度分析所得 Cronbach’s α值，創新行為量表 .87。顯

示內部一致性良好。 

 

4. 效度 

Scott和 Bruce (1994)的研究中創新行為與員工在職間平均每年提出的創意案件的

相關係數分別為 r（172）=.33(p＜.001)。曾敬梅(2002)研究發現，創新行為與研究生的

「幽默創造」(r（703）=.25～.30)、「重視新觀念」(r（703）=.33)、「團隊創意」(r（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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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的創意態度與系所的「創意氛圍」有顯著正相關。而在李澄賢（2004）的研究顯

示，創新行為與「創意作業喜歡」和「創意作業表現」的相關係數分別為 r（909）=.486(p

＜.01)、r（909）=.511(p＜.01)。 

 

（九）創造力自我效能量表 

 

1. 量表的內容架構 

本研究所採用的情緒調節量表是由吳靜吉、李澄賢（2003）根據 Tierney和 Farmer 

(2002)所編制的量表修訂而來。Tierney和 Farmer認為創造力自我效能是個體對產生創

意產品能力的信念，也就個體對創造力的自我形象，包含自尊、信心與感覺三方面。 

 

2. 量表的計分方式 

此量表原為 Likert’s七點量表的填答方式，本研究將其改為四點量表作答，以配合

本研究中的其他量表，使整份問卷有較佳的一致性。根據受試者對各題項的反應程度，

選擇最能代表受試者本身的情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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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信度 

在 Tierney和 Farmer (2002)針對兩個群體的研究中，內部一致性分別為 Cronbach α

＝.83和 Cronbach α＝.87，而國內李澄賢（2004）的研究中，顯示 Cronbach α＝.79。具

有還不錯之信度。而以本研究之受試對象所進行之信度分析所得 Cronbach’s α值，創造

力自我效能量表 .85。顯示內部一致性良好。 

 

4. 效度 

Tierney和 Farmer (2002)的研究中顯示，作業員「創造力自我效能」與「工作自我

效能」和「工作複雜度」和的相關係數分別為 r（584）=.40(p＜.01)、r（584）=.18(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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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管理者「創造力自我效能」與「工作自我效能」的相關係數為 r（158）=.52(p

＜.01)。而在李澄賢（2004）的研究中「創造力自我效能」與「創新行為」、「創意作業

喜歡」和「創意作業表現」的相關係數分別為 r（909）=.806(p＜.01)、r（909）=.506(p

＜.01)、r（909）=.511(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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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實施程序 

 

本研究的實施程序依施測日期、主試者、施測情境及填答時間分述如下： 

 

一、施測日期 

自 94 年 3月 17日至 94 年 4月 25日全部完成。 

 

二、主試者 

本研究共施測 18所學校，其中政大、康寧這二所學校共二個班是由研究者親自施

測，其他學校主試者分別為：台灣藝術大學的張浣芸老師及黃玉瓊助教、淡江大學柯志

恩老師、玄奘大學林萬義老師、陽明大學的陳燕彰老師及葛孟堯學長、中山醫藥大學徐

文鈺老師、雲林科技大學陳斐娟老師、嘉義大學顏玉雲老師、暨南大學黃淑玲、大葉大

學鄭焜中老師、中興大學盧昭暉、成功大學董旭英及王維勇老師、致遠管理學院何信助

老師、中山大學張玉山老師、義守大學許佩佩老師、宜蘭大學王煌城及溫育芳老師、台

東大學王文清老師。在施測前研究者有準備基本測驗之指導語及相關注意事項，並敬請

老師、助教告知，或為研究者親自施測而告知。 

 

三、施測情境 

首先徵得任課教師同意，然後由教師安排時段在課堂上實施團體測驗，待填答完畢

後收回。 

 

四、填答時間 

本研究問卷填答並無時間上之限制，而平均填答所需時間約為 15～20分鐘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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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資料處理 

 

根據本研究之研究目的與假設，將會使用統計套裝軟體 SPSS10.0視窗版與

LISREL8.52版進行資料分析。本研究使用統計方法如下：因素分析、信度分析、描述

統計分析、t考驗、單因子多變量變異數分析、皮爾遜積差相關分析、多元迴歸分析、

典型相關分析。茲分別說明下： 

 

（一）因素分析 

本研究以大學生的「逆境經驗感受量表」、「逆境經驗因應量表」與「逆境經驗意義

建構量表」、「自我恢復力量表」、「樂觀概念量表」、「調節焦點量表」、「情緒調節量表」、

「創新行為量表」與「創造力自我效能量表」之預視問卷結果分析時將以 SPSS10.0視

窗版進行因素分析。 

 

（二）信度分析 

將本研究所使用的九種量表，分別以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係數進行信度分析。 

 

（三）描述統計分析 

本研究擬針對「逆境經驗感受量表」、「逆境經驗因應量表」與「逆境經驗意義建構

量表」、「自我恢復力量表」、「樂觀概念量表」、「調節焦點量表」、「情緒調節量表」、「創

新行為量表」與「創造力自我效能量表」的施測結果，進行描述性統計分析，求取大學

生在各分量表、總量表的平均數與標準差，以了解大學生在各變項上的現況。 

 

（四）單因子多變量變異數分析 

本研究以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探討性別、學校性質、地區、年級與就讀學院在大學生

逆境經驗感受、逆境經驗因應與逆境經驗意義建構上的差異情形，以試圖了解人口變項

在逆境經驗變項上是否有所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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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皮爾遜積差相關分析 

本研究使用皮爾遜積差相關分析來考驗各分量表之相關，以了解大學生的逆境經

驗、樂觀、調節焦點、情緒調節、恢復力、創新行為、創造力自我效能之間的相關情形，

以考驗假設一、假設二、假設三、假設四、假設五。 

 

（六）多元迴歸分析 

本研究為了解樂觀、調節焦點、情緒調節對逆境經驗的預測力，逆境經驗對恢復力

與創造力的預測力，以及樂觀、調節焦點、情緒調節、逆境經驗對恢復力、創造力的預

測力進行而多元迴歸分析。以考驗假設六、假設七、假設八。 

 

（七）典型相關分析 

本研究為了解樂觀、調節焦點、情緒調節、逆境經驗、恢復力與創造力間之關係而

進行典型相關分析， 以考驗假設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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