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討論、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大學生的樂觀、調節焦點、情緒調節、逆境經驗、恢復力與創造力

之關係，在此根據研究成果進行分析、討論，並提供研究結論與未來研究的相關建議。

本章共分為三節，第一節是討論；第二節是結論；第三節是建議。 

 

第一節 討論 

 

本節針對研究之結果，並據此結果來進行討論及分析相關文獻資料。將其分別說明

如下： 

 

(一) 關於大學生樂觀、調節焦點、情緒調節、逆境經驗、恢復力與創造力之現況 

 

在樂觀之四點量表的現況分析中，本研究(N=1033)顯示大學生的樂觀傾向平均數為

2.87(>2.5)。根據此一研究結果指出，國內大學生一般說來算是樂觀的。在李澄賢(2003)

以 909位大學生為對象的研究中顯示，其測量樂觀傾向的平均數為 3.03(>2.5)。因而可

從中發現，國內的大學生樂觀態度均高於量表的中位數。由此獲知，國內大學生都還算

抱持樂觀態度面對事物。 

 

在調節焦點之四點量表的現況分析中，大學生的求成取向平均數為 3.01 (>2.5)；避

敗取向平均數為 2.69(>2.5)。根據此一研究結果指出，國內大學生的目標焦點是較置於

求取成功而非避免失敗。在國內李澄賢(2003)的研究中顯示，大學生求成取向的平均數

為 3.06(>2.5)；避敗取向平均數為 2.57(>2.5)，而 Lockwood, Jordan和 Kunda (2002)以大

學生為受試對象之九點量表的研究結果也呈現，求成取向的平均數為 6.90(>5)，避敗取

向平均數為 5.31(>5)。因而可從中發現，大學生一般說來不論在求成取向或避敗取向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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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於量表的中位數，而追求成功略高於避免失敗。由此獲知，國內的大學生既嚮往於求

取成功，但同時卻也有避免失敗的心態存在。調節取向是個體的目標導引方向，無論是

追求正面積極結果出現，或者避免負向消極結果發生，均為朝向或完成某項目標而努

力，也就是個體在達成目標時會有求成或避敗的聚焦強度之差異，但這樣程度之分別並

不妨礙同時擁有此兩種心態。 

 

在情緒調節之四點量表的現況分析中，大學生的重新評估平均數為 2.88 (>2.5)；壓

抑平均數為 2.54(>2.5)；沉著冷靜平均數為 3.00(>2.5)。根據此一研究結果指出，國內大

學生較傾向使用沉著冷靜、重新評估的策略來調節情緒，再則為壓抑的策略。在 Gross

和 John (2003)以大學生為研究對象的結果顯示，在七點量表中重新評估的平均數為

4.61(>4)，壓抑平均數為 3.39(<4)，而李澄賢(2003)的研究結果中也指出，重新評估的平

均數為 3.04(>2.5)，壓抑平均數為 2.49 (<2.5)，沉著冷靜平均數為 3.06(>2.5)。因而可從

中發現，大學生一般說來其重新評估、沉著冷靜均高於量表的中位數，而本研究的壓抑

則略高於量表中位數。由此獲知，國內大學生面臨問題時較常沉著冷靜以對，或者運用

認知的重新評估來處理情緒，而較少抑制情緒表達的行為。 

 

在逆境經驗之四點量表的現況分析中，大學生的徬徨無助平均數為 2.71 (>2.5)；丟

臉憤怒平均數為 2.10(<2.5)；逆境感受總量表平均數為 2.52(>2.5)。其積極處理平均數為

2.97(>2.5)；消極處理平均數為 2.38(<2.5)；調適轉移平均數為 3.00(>2.5)；逆境因應總

量表平均數為 2.89(>2.5)。而其的積極信念平均數為 3.13(>2.5)；領悟磨練平均數為

3.14(>2.5)；逆境意義建構總量表平均數為 3.14(> 2.5)。根據此一研究結果指出，國內大

學生普遍在逆境時會有負向的感受，較常感到徬徨無助而非丟臉憤怒；一般說來也都還

算正向因應逆境，其中較常利用調適轉移和積極處理之道，較少消極地處理逆境；同時

亦會賦予所面臨逆境之意義，從中獲取積極信念及領悟生活的磨練。因此生命中逆境難

免，雖然會陷入負向感受的低潮，但大學生還是能持有正向策略加以因應，並從中發現

及建構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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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恢復力之四點量表的現況分析中，大學生的嘗新平均數為 2.63(> 2.5)；大學生的

恢復力平均數為 2.78(>2.5)；大學生的恢復力總量表平均數為 2.69 (>2.5)。根據此一研

究結果指出，大學生一般說來能以嘗新態度面對挑戰，並從逆境中恢復。因而可從中發

現，本研究大學生之恢復力均高於量表的中位數。由此獲知，國內大學生大都具有從負

向生活經驗中復原之能力。 

 

在創新行為與創造力自我效能之四點量表的現況分析中，大學生創新行為的平均數

為 2.68 (>2.5)；而創造力自我效能的平均數為 2.71。根據此一研究結果指出，國內大學

生一般說來算是具有創新行為，且擁有還不錯的創造力自我效能。在李澄賢(2003)以大

學生為受試對象的研究中顯示，創新行為的平均數為 2.78 (>2.5)；創造力自我效能的平

均數為 2.80(>2.5)。因而可從中發現，國內的大學生之創新行為與創造力自我效能均高

於量表的中位數。其實近年來國內正不餘遺力的推動創造力，像教育部提出「創造力教

育中程計畫」，許多大專院校也紛紛成立創新育成中心，也有部分相關創意的課程開設，

這些都無疑倡導與鼓勵個體去其展現創意並將其實踐於生活中。 

 

(二) 關於人口變項與逆境經驗之關係 

 

在性別與逆境經驗變項的差異比較分析中，在逆境感受方面，女生徬徨無助、丟臉

憤怒情緒顯著高於男生。此研究結果與 Ptacek, Smith和 Zanas (1992)以 186位大學生的

研究一致，女性相對於男性容易將生活事件評估為具有壓力、無法預期及控制的，且也

較易產生自我責備的情緒。在逆境因應方面，女生的積極處理顯著高於男生，此研究結

果與 Gass和 Chang (1989)的研究顯示女生較男生使用更多問題焦點因應的結果一致，

但卻與大部分的研究發現男生比女生更會運用問題焦點因應策略不一致(Lazarus & 

Folkman, 1984; Ptacek et al., 1992; Porter, Marco, Schwartz & Neale, 2000)，在 Porter和

Stone (1995)的研究中則發現男女生在因應上並無差異存在，因此綜上所述，男女生在

逆境因應上差異情形的研究結果尚無定論，可能需更深入考量其他影響變項，如面臨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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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事件為何？對個體重要性評估之差異等。在逆境意義建構方面，女生領悟磨練與總量

表分數顯著高於男生，此研究結果與 Porter等人(2000)發現女生較男生會積極重新評估

壓力事件的研究結果一致，女生相對於男生而言更會積極建構逆境意義。 

 

在學校性質與逆境經驗變項的差異比較分析中，在逆境感受方面公私立的學校沒有

差異；在逆境因應方面，私立學校的積極處理與總量表顯著高於公立學校的學生；在逆

境意義建構方面，私立學校的積極信念、領悟磨練與總量表顯著高於公立學校的學生。

顯然私立學校的學生相對於公立學校而言更會積極地處理面臨之逆境，且更易去建構其

意義，或許為私立學校的學生在求學歷程中面臨的挑戰與刺激較多元，因而從中培養較

正向的因應態度且較易對其建構相關之意義。在地區與逆境經驗變項的差異比較分析

中，在逆境感受方面，北區的徬徨無助、丟臉憤怒與總量表顯著高於南區的學生。顯然

北區相對於南區的學生而言更會感受到逆境中徬徨無助、丟臉憤怒的負向情緒，或許身

處北區繁忙緊湊生活節奏中，較南區學生更易在逆境時感受到茫然無助或者狼狽憤怒。 

 

在年級與逆境經驗變項的差異比較分析中，在逆境感受方面，大一學生的徬徨無

助、丟臉憤怒與總量表顯著高於大四；在逆境因應方面，大四學生的積極處理顯著高於

大二；在逆境意義建構方面，大三學生的積極信念與總量表顯著高於大二與大一，而大

三學生的領悟磨練也顯著高於大二。顯然大一相對於大四的學生而言更容易感受到逆境

中負向的情緒，而大四相對於大二的學生而言更會積極地因應所處之逆境，另外大三相

對於大二與大一的學生而言更會從逆境中獲取積極之信念與意義，大三相對於大二的學

生而言更易去領悟逆境給予之磨練。從研究結果看來隨著年級的增長似乎淬煉個體的逆

境經驗，大四學生累積較多生活閱歷逆境感受較大一低，大四的學生也因其經驗增長較

大二更能積極因應逆境，大三的學生從其繁重的課業中獲取意義相較大一、大二更傾向

建構逆境經驗。 

 

在學院與逆境經驗變項的差異比較分析中，在逆境感受方面，文學、教育、醫學院

 144



的徬徨無助與總量表分數顯著高於理工學院的學生，醫學院的丟臉憤怒顯著高於理工學

院的學生，顯然文學、教育、醫學院相對於理工學院的學生而言更容易感受到逆境中徬

徨無助的情緒，醫學院相對於理工學院的學生而言更會在逆境時感到丟臉憤怒。或許文

學、教育與醫學院在訓練的課程與營造的氛圍中較強調同理、人際情感的互動，於是在

逆境時擁有較易感之情緒，而醫學院的學生則因其專業形象的維持與社會既定期待較理

工學院易感到丟臉憤怒。 

 

(三) 關於樂觀、調節焦點、情緒調節與逆境經驗之關係 

 

1. 樂觀與逆境經驗之相關分析： 

 

在樂觀傾向方面，大學生(N=1033)的樂觀與逆境感受中的徬徨無助(r=-.314, 

p<.01)、丟臉憤怒(r=-.226, p<.01)及總量表(r=-.320, p<.01)皆呈顯著負相關，假設【1-1】

獲得支持；其與逆境因應中的積極處理(r=.534, p<.01)、調適轉移(r=.439, p<.01)及總量

表(r=.558, p<.01)皆呈顯著正相關，而與消極處理呈顯著負相關(r=-.197, p<.01)，假設

【1-2】獲得部分支持；與逆境意義建構中的積極信念(r=.547, p<.01)、領悟磨練(r=.483, 

p<.01)及總量表(r=.572, p<.01)皆呈顯著正相關，假設【1-3】獲得支持。 

 

Carver和 Scheier (2002)將樂觀其解釋為對未來期待之差異，即可想像個體會面臨

相異的情緒狀態，樂觀者對逆境發展持正向之預期，但悲觀者卻期待負向結果，預期結

果之差異則反應在逆境情緒狀態上，也就是個體樂、悲觀之程度影響其面臨逆境所可能

產生之情緒 (Scheier & Carver, 1992)。而在本研究中樂觀傾向與逆境的負向感受呈顯著

的負相關，這樣的研究結果呼應 Given (1993)等人以癌症看護者及 Shifren和 Hooker 

(1995)以阿茲海默症的照顧者為研究對象，所發現樂觀與較低心理憂鬱及較高心理適應

相關，Segerstrom (2001)的研究也指出樂觀特質與個體焦慮呈顯著負相關。再則樂觀女

性較易有建設性思考，如此思考模式與正向情緒狀態呈正相關，與焦慮情緒呈負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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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k, Turner & Adler, 1997)。因此身處逆境時樂觀者的建設思考可能與逆境正向感受有

較高之相關。上述結果皆回應本研究中樂觀傾向與逆境感受之間的關連性。 

 

此外，樂觀也與個體逆境因應相關，Robert, Brown, Johnson和 Reinke (2002)認為樂

觀特質是能在挑戰和逆境中運用的重要工具，而樂、悲觀者在回應逆境的行動確有不同

(Carver & Scheier, 2002)，樂觀顯然為積極之因應者，而悲觀則為逃避因應者(Fontaine, 

Manstead & Wagner, 1993)。而在本研究中樂觀傾向與逆境積極處理呈顯著正相關，與消

極處理呈顯著負相關，此一結果與 Taylor等人(1992)的研究發現樂觀與積極因應策略呈

正相關一致，在丁明潔（2003）研究中也顯示樂觀與積極的壓力因應與較佳生活適應相

關，悲觀則與消極處理相關致使較差生活適應。相關研究亦指出樂觀者較常以幽默觀點

接受、積極定義或運用宗教信仰來因應，較少拒絕和行為解離反應(Carver et al, 1993)。

上述結果均回應本研究中樂觀傾向與逆境因應之間的關連性。 

 

樂觀與逆境意義建構之相關，則由樂、悲觀者的個體訊息注意歷程差異來解釋，

Aspinwall和 Brunhart (1996)發現樂觀者會增加其對負向和不愉快訊息的注意與思考，而

Geers, Handley和McLarney (2003)以價值增強論來說明，當訊息與個體高度相關時，樂

觀者特別容易計畫這具價值之訊息。因此樂觀個體對具價值之負向刺激會予以注意、建

構與詮釋，而在本研究中樂觀傾向與逆境意義建構呈顯著正相關，這樣結果亦與 Park, 

Cohen和Murch (1996)的研究中顯示樂觀與壓力的成長呈正相關一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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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從逆境中獲益(Carver, 

Scheier & Weintraub, 1989)。 

 

2. 調節焦點與逆境經驗之相關分析： 

 

大學生(N=1033)的求成取向與逆境感受中的徬徨無助、丟臉憤怒及逆境感受總量表

沒有顯著相關存在，假設【2-1】沒有獲得支持；其與逆境因應中的積極處理(r=.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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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調適轉移(r=.191, p<.01)及總量表(r=.316, p<.01)呈顯著正相關，而與消極處理呈

顯著負相關(r=-.101, p<.01)，假設【2-2】獲得部分支持；與逆境意義建構中的積極信念

(r=.363, p<.01)、領悟磨練(r=.353, p<.01)及總量表(r=.400, p<.01)呈顯著正相關，假設

【2-3】獲得支持。 

 

大學生(N=1033)的避敗取向與逆境感受中的徬徨無助(r=.247, p<.01)、丟臉憤怒

(r=.218, p<.01)及總量表(r=.266, p<.01)呈顯著正相關，假設【2-4】獲得支持；與逆境因

應中的積極處理無顯著相關存在，與消極處理呈顯著正相關(r=.193, p<.01)，而與調適

轉移(r=-.088, p<.05)及總量表(r=-.138, p<.01)呈顯著負相關，假設【2-5】獲得部分支持；

與逆境意義建構量表沒有顯著相關存在，假設【2-6】未獲得支持。 

 

根據 Higgins (2000)的研究指出人們對符合其求成或避敗之調節焦點的訊息特別敏

感，因此求成個體對成功訊息較敏銳，當處逆境而面臨挑戰時相關求成訊息受限，可能

也會產生部分的負向情緒，因此求成與逆境的感受較無顯著的關連存在；然避敗個體對

迴避失敗訊息敏銳，當真正身處負向境遇中可能增強其調節焦點之刺激形成較負向逆境

感受，Moffitt和 Singer (1994)的研究發現避敗程度越強的人，在回憶上越少正向的情

緒。而在本研究中避敗取向的個體與逆境感受呈顯著正相關。該結果也回應 Coat, 

Janoff-Bulman和 Alpert (1996)的研究發現個體越是避敗越與憂鬱呈正相關。 

 

不同調節焦點亦會有相異之因應策略，Lockwood, Jordan和 Kunda (2002)的研究顯

示人們特別容易被與他們調節焦點一致楷模及達成其目標之有用策略激勵。求成者聚焦

在正向結果或狀態，會嘗試朝向所追求之結果，避敗者則聚焦在負向結果或狀態，嘗試

移開或遠離所避免之結果(Elliot & Harackiewicz, 1996)。因此求成取向個體是較為積極

因應，避敗則較採行消極因應策略，在本研究中也證實求成取向與積極處理、調適轉移

及逆境因應呈顯著正相關，避敗取向與消極處理呈顯著正相關，而與調適轉移、逆境因

應呈顯著負相關。此一結果也回應Markus和 Nurius (1986)所提出避敗者聚焦於恐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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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會導引加以迴避之動機。因此避敗者之焦點非置於成功訊息，而積極處理與成功訊

息較相關，避敗者較忽視這樣的訊息接收故與積極處理較無顯著的相關。同樣地以關心

焦點差異來看求成、避敗者與逆境意義建構之關係，求成者注意成功、正向之訊息，有

益其於逆境中積極建構意義；避敗者關心失敗、負向訊息，而較忽略逆境中可能之正向

回饋，因而較無法從逆境中發展積極正面之意義，本研究結果也顯示求成取向與逆境意

義建構呈顯著正相關，避敗取向則與其無顯著相關存在。 

 

3. 情緒調節與逆境經驗之相關分析： 

 

大學生(N=1033)的重新評估與逆境感受中的徬徨無助及總量表無顯著相關存在，但

與丟臉憤怒呈顯著負相關(r=-.066, p<.05)，假設【3-1】獲得部分支持；與逆境因應中的

積極處理(r=.388, p<.01)、調適轉移(r=.282, p<.01)及總量表(r=.339, p<.01)呈顯著正相

關，而與消極處理無顯著相關存在，假設【3-2】獲得部分支持；與逆境意義建構中的

積極信念(r=.311, p<.01)、領悟磨練(r=.409, p<.01)及總量表(r=.407, p<.01)呈顯著正相

關，假設【3-3】獲得支持。 

 

大學生(N=1033)的壓抑與逆境感受中的徬徨無助、丟臉憤怒及總量表無顯著相關存

在，假設【3-4】沒有獲得支持；其與逆境因應中的積極處理、調適轉移及總量表沒有

顯著相關存在，而與消極處理呈顯著正相關(r=.118, p<.01)，假設【3-5】沒有獲得支持；

與逆境意義建構中的積極信念及總量表無顯著相關存在，但與領悟磨練呈顯著正相關

(r=.078, p<.05)，假設【3-6】沒有獲得支持。 

 

大學生(N=1033)的沉著冷靜與逆境感受中的徬徨無助(r=-.142, p<.01)、丟臉憤怒

(r=-.166, p<.01)及總量表(r=-.168, p<.01)呈顯著負相關，假設【3-7】獲得支持；其與逆

境因應中的積極處理(r=.438, p<.01)、調適轉移(r=.289, p<.01)及總量表(r=.430, p<.01)呈

顯著正相關，而與消極處理呈顯著負相關(r=-.154, p<.01)，假設【3-8】獲得部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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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逆境意義建構中的積極信念(r=.323, p<.01)、領悟磨練(r=.434, p<.01)及總量表(r=.428, 

p<.01)呈顯著正相關，假設【3-9】獲得支持。 

 

重新評估的情緒調節策略是以認知改變的形式，涉及建構一種情緒引出狀態，在某

種程度上改變情緒的影響(Lazarus & Alfert, 1964)，在 Gross和 John (2003)的研究中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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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結果與研究的發現

有所差異，大學生的重新評估只與逆境感受中的丟臉憤怒有顯著而微弱的負相關存在，

可能研究中個體使用認知重新評估調節的時間點是產生於逆境感受之後，因此在逆境當

下與其徬徨無助的負向感受沒有顯著關係存在。再則重新評估也與因應特質的重新解釋

有顯著正相關存在(Gross & John, 2003)，個體會重新解釋逆境予以積極因應之道，並賦

予其意義。在本研究也證實重新評估與逆境積極因應及意義建構有顯著正相關存在。而

重新評估特質為改變逆境的詮釋與處理，或許個體進行認知改變時仍需調整之空間，不

一定是完全與消極處理呈顯著負相關。 

 

而壓抑根據 Gross (1998)所言其所指涉的調節形式為抑制情緒的表達行為，在研究

中也發現壓抑負向經驗會使負向情緒經驗完整保留(Gross & Levenson, 1997; Stepper & 

Strack, 1993)。此一結果與研究發現有所差異，大學生的壓抑與逆境負向感受無顯著關

係存在，或許是壓抑者在研究中的自陳量表較抑制其情緒之表達所致，相關研究也發現

壓抑者較少分享他們的真實情緒包括正向與負向(Rime, Philippot, Boca & Mesquita, 

1992)，可能因其情緒抑制行為而影響量表填答。另外研究顯示壓抑與因應特質的重新

解釋、發洩呈顯著負相關 (Gross & John, 2003)，此一結果與研究發現有所差異，大學

生的壓抑唯有與消極處理呈顯著正相關，可能壓抑的特質與壓抑行為策略會有較強關連

性，Nolen-Hoeksema和Morrow (1991)的研究中發現壓抑者較少有效的因應，而這樣較

無效之因應可能相關壓抑者之消極處理。在逆境意義建構方面，壓抑者唯與領悟磨練有

顯著微弱的正相關存在，或許壓抑是描述其抑制情緒之特質，但是否相關個體的逆境意

義建構則需再深入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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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樂觀、調節焦點與情緒調節對逆境經驗之多元迴歸分析： 

 

在逆境感受方面，使用多元迴歸投入樂觀傾向、調節焦點的求成與避敗取向、情緒

調節的重新評估、壓抑與沉著冷靜來預測個體之逆境感受，其中求成、避敗取向及重新

評估越高，而樂觀與沉著冷靜越低，越可能產生逆境的負向感受，而壓抑對逆境感受沒

有顯著預測力，研究結果顯示假設六獲得部分支持。投入六個變項以預測逆境感受的整

體解釋力為 16.2%，已達.01之顯著水準。 

 

在逆境因應方面，使用多元迴歸投入樂觀傾向、調節焦點的求成與避敗取向、情緒

調節的重新評估、壓抑與沉著冷靜來預測個體之逆境因應，其中樂觀傾向、求成取向、

重新評估與沉著冷靜越高，而避敗取向與壓抑越低，越可能正向地因應所處之逆境，研

究結果顯示假設六獲得部分支持。投入六個變項以預測逆境因應的整體解釋力為

39.4%，已達.01之顯著水準。 

 

在逆境意義建構方面，使用多元迴歸投入樂觀傾向、調節焦點的求成與避敗取向、

情緒調節的重新評估、壓抑與沉著冷靜來預測個體之逆境意義建構，其中樂觀傾向、求

成取向、重新評估與沉著冷靜越高者，越能因其逆境經驗以建構意義，避敗與壓抑對逆

境意義建構則有沒有顯著預測力，研究結果顯示假設六獲得部分支持。投入六個變項預

測逆境意義建構的整體解釋力為 42.8%，已達.01之顯著水準。 

 

在樂觀、避敗取向、沉著冷靜顯著地預測逆境感受之研究結果合乎原本理論基礎。

但求成、重新評估顯然與原本設想較有差異，求成個體應體驗較多正向情緒，或許因其

身處逆境追求成功訊息被削弱，同時可能體驗到部分負向情緒因此對逆境感受有微量的

正向預測力。重新評估涉及認知的改變，這樣的改變可能在覺知逆境負向感受之後產

生，因此在重新評估策略介入前，個體仍有可能感受到逆境中的負向情緒。另外壓抑在

先前探討中曾論及其對情緒之抑制，可能因情緒拒絕表露，而形成其對逆境感受無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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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預測力。 

 

在樂觀、求成與避敗取向、重新評估、壓抑與沉著冷靜顯著地預測逆境因應之研究

結果均合乎原本理論基礎。樂觀的預測力與 Aspinwall和 Taylor (1992)的研究中發現樂

觀學生多從事積極因應的結果一致；調節取向的預測力則回應 Little (1989)指出個體目

標取向反應對自我技巧和能力之信念；而情緒調節之預測力亦與 Gross和 John (2003)

的研究中顯示壓抑者與社會性的情緒與工具支持呈顯著負相關一致。 

 

在樂觀、求成、重新評估與沉著冷靜顯著地預測逆境意義建構之研究結果均合乎原

本理論基礎。但避敗、壓抑顯然與原本設想較有差異，避敗者焦點置於負向訊息，可能

因此對逆境中正向訊息較無法去接收與獲取，且正向訊息與其強調之焦點不符合，因此

無法有效預測逆境意義建構。而壓抑特質是描述個體抑制情緒表達之行為，而壓抑者的

抑制特質或許使其較忽略對逆境所回饋訊息之接收，因而無法有效預測逆境意義建構。 

 

(四) 關於逆境經驗與恢復力、創造力之關係 

 

1. 逆境經驗與恢復力之相關分析： 

 

在逆境感受方面，大學生(N=1033)的徬徨無助與恢復力中的嘗新(r=-.216, p<.01)、

恢復力(r=-.264, p<.01)及總量表(r=-.261, p<.01)呈顯著負相關；而丟臉憤怒與嘗新

(r=-.108, p<.01)、恢復力(r=-.200, p<.01)及總量表(r=-.157, p<.01)呈顯著負相關；再則逆

境感受總量表與嘗新(r=-.203, p<.01)、恢復力(r=-.273, p<.01)及總量表(r=-.316, p<.01)呈

顯著負相關，顯示假設【4-1】、【4-4】均獲得支持。逆境感受與恢復力呈顯著負相關，

此研究結果與 O’Leary (1998)所描述恢復力是在困難或挑戰的生活經驗中成功的適應與

結果一致，逆境感受較低之個體應越可能從逆境中復原，在 Fredrickson, Tugade, Waugh

和 Larkin (2003)的研究也證實恢復力和負向情緒與憂鬱呈顯著之負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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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逆境因應方面，大學生(N=1033)的積極處理與恢復力中的嘗新(r=.275, p<.01)、恢

復力(r=.293, p<.01)及總量表(r=.316, p<.01)呈顯著正相關；消極處理與恢復力(r=-.065, 

p<.05)及總量表(r=-.068, p<.05)呈顯著負相關，但與嘗新沒有顯著相關存在；而調適轉移

與嘗新(r=.279, p<.01)、恢復力(r=.266, p<.01)及總量表(r=.308, p<.01)呈顯著正相關；再

則逆境因應總量表與嘗新(r=.288, p<.01)、恢復力(r=.297, p<.01)及總量表(r=.327, p<.01)

呈顯著正相關，顯示假設【4-2】、【4-5】獲得部分支持。逆境因應與恢復力呈顯著正相

關，此結果與 Davey, Eaker和Walter (2003)研究中所發現較低的因應會擁有較低之恢復

力一致，恢復力被定義是即使處在重大的生活逆境中，個體仍表現正向適應之現象 

(Luthar, Cicchetti & Becker, 2000)，因此積極、正向的逆境因應與較高恢復力相關。另外

消極處理與嘗新有微量卻未達顯著之負相關存在，或許消極之因應特質也會被動接收逆

境處遇，而展現微弱之嘗新。 

 

在逆境意義建構方面，大學生(N=1033)的積極信念與恢復力中的嘗新(r=.246, 

p<.01)、恢復力(r=.279, p<.01)及總量表(r=.289, p<.01)呈顯著正相關；而領悟磨練與嘗新

(r=.273, p<.01)、恢復力(r=.291, p<.01)及總量表(r=.314, p<.01)呈顯著正相關；再則逆境

意義建構總量表與嘗新(r=.291, p<.01)、恢復力(r=.319, p<.01)及總量表(r=.338, p<.01)呈

顯著正相關，顯示假設【4-3】、【4-6】均獲得支持。逆境意義建構與恢復力呈顯著正相

關，此研究結果與 Holaday 和McPhearson (1997)回顧文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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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個體越能賦予逆境經驗意義越能

從中恢復，亦有研究指出復原力與壓力正向意義呈顯著之正相關(Fredrickson, Tugade, 

Waugh和 Larkin, 2003)。 

 

2. 逆境經驗與創造力之相關分析： 

 

在逆境感受方面，大學生(N=1033)的徬徨無助與創造力中的創新行為(r=-.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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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創造力自我效能(r=-.193, p<.01)呈顯著負相關；而丟臉憤怒與創新行為(r=-.074, 

p<.05)、創造力自我效能(r=-.103, p<.01)呈顯著負相關；再則逆境感受總量表與創新行為

(r=-.156, p<.01)、創造力自我效能(r=-.184, p<.01)呈顯著負相關，顯示假設【5-1】、【5-4】

均獲得支持。逆境感受與創新行為呈顯著負相關，此研究結果回應 Fredrick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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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廣泛建立個體資源，

如心理資源即創造力。因此逆境負向感受需調適轉變成正向情緒才有益於創新行為展

現。Tierney和 Farmer (2002)認為創造力自我效能是個體有能力去產生創造性結果之信

念，當處逆境時個體覺知負向感受、缺乏效能感，同時可能對自我產生創造結果之信念

也較低，本研究亦證實逆境感受與創造力自我效能呈顯著負相關。 

 

在逆境因應方面，大學生(N=1033)的積極處理與創造力中的創新行為(r=.388, 

p<.01)、創造力自我效能(r=.374, p<.01)呈顯著正相關；消極處理與創新行為(r=-.141, 

p<.01)、創造力自我效能(r=-.129, p<.01)呈顯著負相關；而調適轉移與創新行為(r=.207, 

p<.01)、創造力自我效能(r=.236, p<.01)呈顯著正相關；再則逆境因應總量表與創新行為

(r=.366, p<.01)、創造力自我效能(r=.362, p<.01)呈顯著正相關，顯示假設【5-2】、【5-5】

獲得部分支持。逆境因應與創新行為呈顯著正相關，此結果回應Wyman和 Forbes (2001)

的研究中發現逆境中發展創意思考的適應表現，正向因應逆境者可能需要發揮嶄新的思

維及展現創新行為，Scott和 Bruce (1994)也指出個體創新是問題的辨識，產生新奇適應

之概念和解決方法。而逆境具體的因應行為也增強個體內在信念，能產生創新結果之效

能感，因此本研究也發現逆境因應與創造力自我效能有正向關連性。 

 

在逆境意義建構方面，大學生(N=1033)的積極信念與創造力中的創新行為 (r=.277, 

p<.01)、創造力自我效能(r=.275, p<.01)呈顯著正相關；而領悟磨練與創新行為 (r=.284, 

p<.01)、創造力自我效能呈顯著正相關(r=.273, p<.01)；再則逆境意義建構總量表與創新

行為 (r=.314, p<.01)、創造力自我效能呈顯著正相關(r=.306, p<.01)，顯示假設【5-3】、

【5-6】均獲得支持。在個體對其逆境建構意義時需要運用彈性、多元觀點去看待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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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種程度來說是產生新奇和有用的概念，也算另一種創新行為之體現，本研究也顯示個

體越傾向建構逆境之意義則展現較高創新行為。而逆境經驗意義建構屬個體內隱動機，

相關自我所知覺的創造力自我效能之外顯動機，越是主動發掘逆境意義者，可能亦相對

其創造自我效能感越高。 

 

3. 逆境經驗對恢復力、創造力之多元迴歸分析： 

 

在恢復力方面，使用多元迴歸逆境感受的徬徨無助與丟臉憤怒、逆境因應的積極處

理、消極處理與調適轉移、逆境意義建構的積極信念與領悟磨練來預測個體之恢復力，

其中積極處理、調適轉移與領悟磨練越高，而徬徨無助越低，個體越能從挑戰中恢復力，

而丟臉憤怒、消極處理與積極信念對恢復力無顯著之預測力，研究結果顯示假設七獲得

部分支持。投入七個變項預測恢復力的整體解釋力為 20.2%，已達.01之顯著水準。 

 

在創新行為方面，使用多元迴歸投入逆境感受的徬徨無助與丟臉憤怒、逆境因應的

積極處理、消極處理與調適轉移、逆境意義建構的積極信念與領悟磨練來預測個體之創

新行為，其中積極處理與領悟磨練越高，而徬徨無助越低，個體可能展現較多創新行為，

而丟臉憤怒、消極處理、調適轉移與積極信念則無顯著之預測力，研究結果顯示假設七

獲得部分支持。投入七個變項預測創新行為整體解釋力為 17.8%，已達.01之顯著水準。 

 

在創造力自我效能方面，使用多元迴歸投入逆境感受的徬徨無助與丟臉憤怒、逆境

因應的積極處理、消極處理與調適轉移、逆境意義建構的積極信念與領悟磨練來預測個

體之創造力自我效能，其中積極處理與領悟磨練越高，而徬徨無助越低，個體可能有較

高的創造力自我效能，研究結果顯示假設七獲得部分支持。投入七個變項預測創造力自

我效能的整體解釋力為 17.4%，已達.01之顯著水準。 

 

在徬徨無助、積極處理、調適轉移與領悟磨練顯著地預測恢復力之研究結果均合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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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理論基礎。但丟臉憤怒、消極處理與積極信念顯然與原本設想較有差異，丟臉憤怒

的逆境感受是與他人較相關之攻擊性情緒，可能影響個體適應以達恢復的中介變項較複

雜而無法有效預測。消極處理是採較被動方式來因應逆境，但或許視逆境事件與情況而

定，消極處理不一定皆為無法獲取適應與恢復，因而無法較有效預測恢復力。另外積極

信念是傾向認同與相信逆境中正向之想法，但這樣認同與相信之信念可能無法有效地預

測個體的適應與恢復。 

 

在徬徨無助、積極處理與領悟磨練顯著地預測創新行為之研究結果均合乎原本理論

基礎。但丟臉憤怒、消極處理、調適轉移與積極信念顯然與原本設想較有差異，丟臉憤

怒之逆境感受可能來自對他人之期待與反應，因此較無法有效預測自我創新行為之展

現。而消極處理為被動因應方式，調適轉移則為轉移注意焦點之策略，兩者皆因逆境而

略微調整自己，但卻無法確保能有效地影響創新行為。另外積極信念是相信與認同逆境

中正向觀念，但在信念上之認同卻不一定能預測個體創新行為。 

 

在徬徨無助、積極處理與領悟磨練顯著地預測創造力自我效能之研究結果均合乎原

本理論基礎。但丟臉憤怒、消極處理、調適轉移與積極信念顯然與原本設想較有差異，

丟臉憤怒如先前所談及相關他人之情緒感受，可能較無法有效地預測相關自我創造力之

效能。消極處理與調適轉移者採用自己所能實行之方式來因應逆境，但如此因應方式之

自我效能感可能與個體創造力整體自我效能感仍有所差距，無法有效地解釋創造力自我

效能。積極信念是去認同與相信逆境中的正向觀念，然而去認同與相信逆境積極信念的

歷程，卻不一定能有效地影響個體創造力自我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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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關於樂觀、調節焦點、情緒調節、逆境經驗與恢復力、創造力之關係 

 

1. 樂觀、調節焦點、情緒調節、逆境經驗對恢復力之多元迴歸分析： 

 

將恢復力作為依變項，使用多元迴歸投入樂觀、調節焦點、情緒調節、逆境經驗來

預測個體的恢復力。當個體的正向結果預期、勇於面對挫折、求成取向、壓抑、沈著冷

靜、調適轉移越高，而避敗取向、徬徨無助之逆境感受越低，其越可能從挑戰中恢復，

其餘變項則無顯著之預測力，假設八獲得部分支持。整體來說，投入十四個變項預測恢

復力的整體解釋力為 31.6%，已達.01之顯著水準。 

 

2. 樂觀、調節焦點、情緒調節、逆境經驗對創新行為之多元迴歸分析： 

 

將創新行為作為依變項，使用多元迴歸投入樂觀、調節焦點、情緒調節、逆境經驗

來預測個體的創新行為。當個體的勇於面對挫折、求成取向、沈著冷靜、丟臉憤怒與積

極處理越高，而避敗取向、徬徨無助之逆境感受越低，其可能會展現較多創新行為，其

餘變項則無顯著之預測力，假設八獲得部分支持。整體來說，投入十四個變項預測創新

行為的整體解釋力為 26.7%，已達.01之顯著水準。 

 

3. 樂觀、調節焦點、情緒調節、逆境經驗對創造力自我效能之多元迴歸分析： 

 

將創造力自我效能作為依變項，使用多元迴歸投入樂觀、調節焦點、情緒調節、逆

境經驗來預測個體的創造力自我效能。當個體的正向結果預期、勇於面對挫折、求成取

向、沉著冷靜與積極處理越高者，而避敗取向、徬徨無助之逆境感受越低，其可能擁有

較高的創造力自我效能，其餘變項則無顯著之預測力，假設八獲得部分支持。整體來說，

投入十四個變項預測創造力自我效能的整體解釋力為 37.9%，已達.01之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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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樂觀、調節焦點、情緒調節、逆境經驗、恢復力與創造力之典型相關分析： 

 

 (1) 樂觀、調節焦點、情緒調節與逆境經驗之典型相關分析 

 

從本研究所探討樂觀、調節焦點、情緒調節與逆境經驗之典型相關分析結果來看，

假設九獲得部分支持。第一組典型相關顯示，在 X變項中樂觀的「正向結果預期」、「勇

於面對挫折」、調節焦點的「求成取向」、情緒調節的「重新評估」和「沉著冷靜」之傾

向越高者，其於 Y變項上「逆境因應」與「逆境意義建構」的傾向也較高。此組典型

相關指出正向適應之人格特質型態，越傾向樂觀、求成、重新評估與沉著冷靜者，其逆

境因應及意義建構也較高。 

 

第二組典型相關顯示，在 X變項中性別的「女生」、調節焦點的「求成取向」與「避

敗取向」之傾向越高者，其於 Y變項上「逆境感受」的傾向也較高。此組典型相關指

出同時傾向求成與避敗的女性類型，其較傾向逆境的負向感受，可能因求成與避敗調節

目標的驅策，使其在逆境時有較高之負向情緒。 

 

第三組典型相關顯示，在 X變項中調節焦點的「避敗取向」之傾向越高者，其於 Y

變項上「逆境因應」的傾向則較低。避敗者對負向訊息較敏感，而正向之逆境因應需要

處理正向訊息，因而避敗取向較高者，其逆境因應則可能較低。 

 

(2) 逆境經驗各因素與恢復力、創造力之典型相關分析摘要表 

 

從本研究所探討樂觀、調節焦點、情緒調節、逆境經驗、恢復力與創造力之典型相

關分析結果來看，假設九獲得部分支持。第一組典型相關顯示，在 X變項中逆境感受

的「徬徨無助」之傾向越高者，而逆境因應的「積極處理」、「調適轉移」與逆境意義建

構的「積極信念」、「領悟磨練」之傾向越低者，其於 Y變項上「恢復力」、「創新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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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創造力自我效能」的傾向也較低。由此組典型相關可發現較負向的個體逆境經驗之

型態，當其面臨逆境時，負向情緒較高者，其積極處理、調適轉移、積極信念與領悟磨

練則較低，同時也反應恢復力、創新行為與創造力自我效能也較低。 

 

第二組典型相關顯示，在 X變項中逆境因應的「積極處理」之傾向越高者，其於 Y

變項上「恢復力」與「創新行為」的傾向也較高。從此組典型相關可發現，能積極因應

所處之逆境者，其較易復原且展現較多之創新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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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結論 

 

本節針對研究之結果與討論，羅列本研究之結論，將其分別說明如下： 

 

(一) 關於大學生樂觀、調節焦點、情緒調節、逆境經驗、恢復力與創造力之現況 

 

    整體來說大學生在面臨逆境時會有徬徨無助的感受，但較不會感到丟臉憤怒，也還

算會採取積極處理與調適轉移的策略來因應逆境，且認為自己較不會使用消極處理的方

式，也還算能從逆境的經驗中獲取積極信念與領悟磨練之意義。 

    

    大學生還算具有樂觀傾向；在調節焦點方面，一方面採取追求正向結果的求成取

向，另一方面也會想逃避負向結果的避敗取向；在情緒調節方面，會使用重新評估與沉

著冷靜的策略，但同時也會使用一些壓抑的策略。 

 

    大學生還算能從困境中成功適應而獲得恢復，同時他們也還算是具有創新行為與創

造力的自我效能。 

 

 

(二) 關於人口變項與逆境經驗之關係 

 

面臨逆境時，女生比男生更容易感到徬徨無助與丟臉憤怒的感受，但在因應上女生

又比男生更會採用積極處理的策略，在逆境經驗後，女生也比男生更能領悟逆境給予磨

練。雖然私立學校的學生和公立學校學生在逆境感受上沒有差別，但私立學校的學生比

公立學校更能積極處理逆境與建構積極信念與領悟磨練之意義。另外有趣的是北台灣的

學生比南台灣的學生更容易在逆境時感到徬徨無助與丟臉憤怒。大四學生和大一學生相

比更不容易感到徬徨無助與丟臉憤怒之情緒，而大四學生也比大二學生更能採取積極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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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的因應策略，大三學生比大一及大二的學生更能建構積極信念，大三學生也比大二學

生更能從逆境經驗中獲得領悟磨練之意義。理工學院的學生比文學、教育及醫學院的學

生更會在逆境時感到徬徨無助，而理工學院則比醫學院的學生較不容易感到丟臉憤怒。 

 

(三) 關於樂觀、調節焦點、情緒調節與逆境經驗之關係 

 

大學生越樂觀，越不會有徬徨無助、丟臉憤怒的逆境感受，而在因應時較能積極處

理、調適轉移而非消極處理的因應方式，同時也較會建構積極信念、領悟磨練的意義。 

 

在調節焦點方面，大學生越是追求成功的求成取向，越會積極處理、調適轉移而非

採取消極處理逆境的因應方式，也較會建構積極信念、領悟磨練的意義。而大學生越是

逃避負向結果的避敗取向，越容易在逆境時感到徬徨無助與丟臉憤怒，越可能採取消極

處理而非調適轉移的逆境因應方式。 

 

在情緒調節方面，大學生越會使用重新評估的策略，越不容易在逆境時感到丟臉憤

怒的感受，越可能採取積極處理、調適轉移逆境的因應方式，也較會去建構積極信念、

領悟磨練的意義。大學生越是壓抑情緒，越可能在逆境時使用消極處理的因應方式，也

較會建構領悟磨練的意義。而大學生越會採取沉著冷靜的策略，越不容易在逆境時感到

徬徨無助與丟臉憤怒，較可能使用積極處理、調適轉移而非消極處理的因應方式，也較

會建構積極信念、領悟磨練的意義。 

 

從典型相關的分析結果來看，更容易了解樂觀、調節焦點、情緒調節與逆境經驗的

關係，個體之正向結果預期、勇於面對挫折、求成取向、重新評估與沉著冷靜傾向越高，

其逆境因應與逆境意義建構的傾向也較高。而女生且同時求成與避敗取向越高，其逆境

的負向感受也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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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關於逆境經驗與恢復力、創造力之關係 

 

大學生徬徨無助、丟臉憤怒的逆境感受越高，越難嘗新且越不容易從逆境中恢復，

其創新行為與創造力自我效能也較低。大學生在面臨逆境時越能採取積極處理、調適轉

移的因應方式，也越能嘗新而獲得恢復，其創新行為與創造力自我效能也較高；而相對

地大學生越採取消極處理逆境的因應方式，越不能夠從挑戰中恢復，其創新行為與創造

力自我效能也較低。大學生越能夠從逆境中建構積極信念、領悟磨練的意義，也越能嘗

新且具較強恢復力，其創新行為與創造力自我效能也較高。 

 

從典型相關的分析結果來看，更容易了解逆境經驗與恢復力、創造力的關係，個體

越是在逆境時感到徬徨無助，且較不會採取積極處理、調適轉移的因應方式及建構積極

信念與領悟磨練的意義，其恢復力、創新行為與創造力自我效能的傾向也較低。而個體

越是採取積極處理的逆境因應方式，其恢復力與創新行為的傾向則會較高。 

 

(五) 關於樂觀、調節焦點、情緒調節、逆境經驗、恢復力與創造力之關係 

 

大學生在樂觀方面，越能夠正向結果預期、勇於面對挫折，而在調節取向方面採取

求成取向，在情緒調節上能夠沈著冷靜，在因應上又採取調適轉移的方式，越能夠預測

其恢復力較高。而同時採取避敗取向及在逆境時感到徬徨無助，可以預測其恢復力較低。 

 

在樂觀上如果勇於面對挫折，在調節取向方面採取求成取向，而在情緒調節方面使用沈

著冷靜的策略，且在逆境時感到丟臉憤怒與在因應時採取積極處理的方式，越能夠預測

其創新行為較高。而同時採取避敗取向及在逆境時感到徬徨無助，可以預測其創新行為

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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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樂觀方面，越能夠正向結果預期、勇於面對挫折，而在調節取向方面採取求成取

向，在情緒調節上能夠沈著冷靜，在因應上又採取積極處理的因應方式，越能夠預測其

創造力自我效能較高。而同時採取避敗取向及在逆境時感到徬徨無助，可以預測其創新

創造力自我效能較低。 

 

(六) 小結 

 

整體說來，本研究之大學生還算樂觀，一方面是求取成功的求成取向，一方面是逃

避失敗的避敗取向，會使用重新評估與沈著冷靜的情緒調節策略，也會採取一些壓抑的

策略，而身處逆境時還算符合徬徨無助、丟臉憤怒之感受，也還算能採取積極處理、調

適轉移而非消極處理的逆境因應方式，且能建構積極信念、領悟磨練之意義。 

 

在人口變項上，女生比男生更容易感到負向的逆境感受，但在因應上更會採用積極

處理的策略且建構領磨練的意義；在學校性質方面，私立學校的學生比公立學校更能採

取積極處理的逆境因應方式與建構積極信念與領悟磨練的意義；在地區方面，北台灣的

學生比南台灣的學生更容易感受到徬徨無助與丟臉憤怒的逆境感受；在年級方面，大四

學生比大一更不容易感到徬徨無助與丟臉憤怒的逆境感受，大四也比大二學生更能採取

積極處理的因應方式，大三學生比大一及大二更能建構積極信念的意義，大三也比大二

學生更能從逆境經驗中獲得領悟磨練之意義；在學院別方面，理工學院的學生比文學、

教育及醫學院更會感受到徬徨無助的逆境感受，而理工學院則比醫學院的學生較不容易

感到丟臉憤怒。 

 

就逆境經驗的相關變項來談，個體越是樂觀、採取追求正向結果的求成取向、使用

重新評估與沈著冷靜的情緒調節策略，其逆境因應與意義建構之傾向也較高；而面臨逆

境時越是感到徬徨無助，且較不會採取積極處理、調適轉移的因應方式及建構積極信念

與領悟磨練的意義，其恢復力、創新行為與創造力自我效能之傾向也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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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建議 

 

根據本研究的發現與結論，提出下列建議以供教學輔導與未來研究之參考： 

 

(一) 有關教育與諮商人員之建議 

 

1. 善用逆境經驗量表，加強對危機學生之輔導 

 

本研究所編制的「逆境經驗量表」不只能讓大學生對其逆境經驗有所自覺與省視，

更可以協助教育輔導人員了解大學生身處逆境時的情緒感受、所使用的因應方式及相關

之意義建構，以及早發現面臨逆境個體的經驗狀態，適時介入予以輔導。例如本研究結

果顯示大學生處於逆境時還算符合徬徨無助之感受，且普遍來說還算有負向之情緒，而

累積無法解決的逆境壓力情緒會影響個體社會功能、生理健康及心理情緒。而在 Steptoe

和Marmot (2003)的研究也指出心理社會的逆境和易受傷害之指標（psycho- social 

adversity and vulnerability index; PAVIX）相關，PAVIX則與心理悲痛、憂鬱、無望、睡

眠問題、敵意、低自尊和寂寞呈現正相關。教育部軍訓處處長王福林根據 93 年統計資

料指出，校園學生自殺自傷事件，隨就學階段的提高而增多，大專校院學生最多，去年

分別有 39名、31名大專校院學生因自殺或自傷，造成死亡或受傷(林麗雪, 2005)。因此

大專院校的輔導中心可針對量表中擁有較高負向逆境感受且無法正向因應之高危險

群，給予適當的支持與協助，以預防潛藏之問題與危機發生。 

 

2. 著重性別差異之逆境經驗輔導重點 

 

就本研究之發現，兩性在逆境經驗上有所差異，女生較會感受到逆境的負向情緒，

但相較男生更會採取積極處理之策略，同時也較容易從逆境中建構意義。由 Ptacek, 

Smith和 Zanas (1992)的研究發現女性相對於男性容易將生活事件評估為具有壓力、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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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預期及控制的，且也較易產生自我責備的情緒。因此在具壓力的生活事件中女生負向

感受是較高的，因此可能需要多加引導女生負向情緒的表達與抒解。在Woike和Matic 

(2004)的研究中人格動機會影響艱困事件知覺，分為個體動機(agentic motives)與溝通動

機(communal motives)，男生與個體動機的區別知覺與差異較相關，相關個體心理的疏

離，女生和溝通動機的統合知覺較相關，統合則相關壓力成長。而女生因其溝通動機和

統合知覺較易尋求社會支持積極處理問題且統整逆境意義，但男生可能因區別與心理疏

離而較少積極處理與意義建構，因此對面臨逆境男生的輔導重點就需置於促進積極因應

和建構意義上。 

 

3. 重視身處逆境之大一與大二學生的感受、因應及意義建構之輔導 

 

在本研究中發現大一學生相較大四有較高的逆境感受，大二學生比大四更無法積極

處理所面臨之逆境，大一、大二學生也比大三較少建構逆境之意義。其實大學的新生甫

入學就需面臨多項的生活挑戰，包括課業、交友、愛情、社團等等，有些學生還需隻身

前往外地求學，而整體來說大學的生活型態也與以往高中的生活相距甚遠，因此大學新

生總需面對許多不同的挑戰與考驗，但其所能使用之策略與資源較缺乏，易在逆境時形

成較負向之感受，且較無法積極處理問題甚至賦予與建構其意義。所以可能需多重視大

學新生在生活適應上之輔導，能利用如直屬學長姐的指導或建立完善的導生制度，給予

大學新生更多適應生活的資源與協助。 

 

4. 養成學生樂觀的傾向 

 

樂觀者的特質是以正向的觀點來看待事物，Carver ＆ Scheier (2002)指出樂觀者是

期望好事情發生在他們身上。相對在負向的逆境經驗中他們也較能夠往好處想，因而獲

得較佳之適應。在 Fontaine, Manstead和Wagner (1993)的研究中提出樂觀者是較積極的

問題焦點因應且具計畫性，在陳述接受壓力事件的現實時，也嘗試在最壞的情境中看到

 164



最好的部分，並能從中獲取意義。本研究亦發現樂觀傾向越高者，逆境感受相對越低，

且較積極正向地因應逆境，並能從中建構意義。總而言之，樂、悲觀者在回應逆境時至

少有兩點之差異：第一，他們對幸或不幸的感覺；第二，處理逆境的行動不同(Carver ＆ 

Scheier, 2002)。因此樂觀者在面對生活壓力似乎能較有效地處理，丁明潔(2003)以國中

生為研究對象的結果中也發現樂觀傾向與學校的生活適應呈顯著的正相關。由上述樂觀

對生活挑戰的正向適應結果來看，教育與諮商人員應積極養成學生樂觀的心態，對事物

有正向結果之預期，並能勇於面對生活中所遭逢之挫敗。 

 

5. 引導正向積極的求成導向 

 

在本研究的現況分析中可發現大學生大多認為自己同時符合求成與避敗之取向，而

求成取向則略高於避敗，或許台灣的大學生在追求自我目標時，會同時擁有趨避之矛盾

心態，雖然想盡力求取正向之成果，但卻也憂慮負向結果的發生。而 Elliot, Sheldom和

Church (1997)的研究顯示避免取向的個體與生活適應呈顯著的負相關，個體的避免取向

與成功快樂呈負相關，與憂鬱呈正相關 (Emmons & Kaiser, 1996)。本研究也證實越傾向

避敗者，其逆境負向感受會較高，且較容易採取消極處理之策略，然越傾向求成者越會

正向因應逆境且建構意義。另外 Coat, Janoff-Bulman和 Alpert (1996)的研究亦發現求成

取向的人會經驗較多的成功，避敗取向的人會獲得較多的失敗。在追求正向目標的歷程

中，個體可能會體驗到較正向的訊息與刺激，接收較積極的楷模與策略，因而克服困難

獲取所欲追求之結果。總之雖然大學生存在著矛盾的目標趨避心態，但儘量鼓勵與引導

學生將焦點置於正向積極之結果，能更促進其正向的適應與發展。 

 

6. 推廣重新評估與沉著冷靜之情緒調節策略 

 

本研究結果顯示大學生還算同意使用沉著冷靜、重新評估與壓抑的策略來調節情

緒，越傾向沉著冷靜、重新評估情緒者，逆境負向感受會越低，越能獲得較高的逆境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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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與意義建構，而反觀較傾向壓抑情緒者，越可能消極因應面臨之逆境。在 Gross和 John 

(2003)的研究顯示重新評估者經驗和表達較多正向的情緒，經驗較少的負向情緒，也具

有較佳的負向情緒調節策略；壓抑者表達較少的正、負向情緒，卻經驗較多的負向情緒

和較少的正向情緒，且與負向情緒調節策略呈負相關。因此重新評估者會利用認知評估

介入以調整情緒反應傾向，獲致較正向的情緒狀態及因應型態；壓抑者則抑制其情緒表

達，而壓抑策略使用會使個體經歷自我和經驗的不一致，與悲傷和憂鬱症狀相關 

(Sheldon, Ryan, Rawsthorne & Ilardi, 1997)。抑制情緒表達行為，非但沒有解決問題，反

而累積負向情緒經驗，以消極方式因應挫敗經驗。因此諮商與教育人員應積極推廣較有

效的情緒調節策略，幫助大學生在面對問題時，能沈著冷靜且評估自我狀態來積極處

理，因而獲致較正向的情緒與因應策略。 

 

7. 開設逆境成長工作坊，協助學生積極賦予逆境意義 

 

逆境經驗對個體而言為雖負向生活事件，但透過積極意義的詮釋與建構，仍能從中

發展正向觀點與影響。本研究中即發現大學生的逆境意義建構與恢復力、創新行為與創

造力自我效能呈顯著正相關，Folkman (1997)指出人們藉由正向觀點來再架構負向事件

以發現生活正向意義，將原本事件注入新的價值，追求和維持實際的目標。Janoff-Bulman 

(1983)也發現犧牲者會利用內在精神的回應即指讓事件具有意義來有效因應。因此逆境

意義建構歷程能協助個體積極因應而獲致恢復，在諮商應用上或可結合團體諮商之效

用，Hudson (20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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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諮商人員可以開設逆境成長工作坊，從

中引導與協助大學生建構逆境意義，並讓成員在團體中能相互分享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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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關未來研究之建議 

 

1. 研究設計之變化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增進對大學生的逆境經驗、樂觀、調節焦點、情緒調節、恢

復力、創造力現況之認識與理解，而此量化設計能橫向窺探一般大學生在研究變項上之

樣貌，不過卻失之縱向的深入探討。因此或可利用敘事研究法，深入敘事者之逆境經驗，

閱聽主體的生命故事以期獲得更深入之解讀。另外也可利用實驗研究法來操弄逆境事

件，並從中觀察受試者在真實情境中各變項之反應，或許能獲得一些不同之發現。 

 

2. 研究對象之擴展 

 

本研究之受試對象為國內大學生，他們在逆境時還算符合負向感受，也還能夠正向

因應，然在其他族群逆境經驗的研究上，目前國內來說還算缺乏，僅有兩篇探討成人與

國中生逆境經驗之質性研究，分別為施惠琪(2002)以深入訪談成人超越逆境的經驗，徐

政舜(2004)運用個案研究法了解學生逆境成長的經驗內涵。因此未來可再針對成人或國

高中之學生進行其逆境經驗之研究，以了解不同群體對象在逆境經驗各項構面之樣貌。

另外本研究亦發現北區的學生相較南區而言逆境感受較高，此現象究竟是本研究之抽樣

誤差所致，或者北區學生實際上真的比南區學生感受較高的逆境負向情緒，此尚待後續

的研究作進一步探討。 

 

 

3. 研究工具之改良 

 

在本研究中有部分量表信度偏低，如逆境因應中的調適轉移及恢復力量表中的恢復

力，因為逆境因應量表為研究者自編，因此可能因為受限於自身的能力及時間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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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將量表修飾的更為良善，致使其於信度上偏低。而恢復力分量表為翻譯修訂至 APA

所推薦測量恢復力之量表，或許其與國內學生的認知與解讀有所差異，因而形成信度偏

低之現象。另外在回收的量表中也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學生對情緒調節題目有所疑

問，會在題目敘述旁劃上問號，雖然情緒調節量表的信度還算不錯，但學生在閱讀題目

時仍有所疑問與困難，可能是情緒調節的概念對於國內學生而言尚待釐清。因此本研究

調適轉移題目尚須修訂，恢復力及情緒調節量表也尚待未來的研究將其修飾的更合乎國

內學生使用，以期建立更佳之信度以利研究社群之使用。 

 

4. 統計處理之延伸 

 

本研究未進一步劃分各研究變項之水準以進行後續之分析，如區別高、低樂觀組及

求成、避敗組來對逆境經驗進行二因子變異數分析，或者高、低逆境感受組、正負向逆

境因應組及高、低逆境意義建構組來對恢復力進行三因子變異數分析，此分析不但能確

認該研究變項之主要效果，更可能發現所謂的交互作用，也就是樂觀與調節焦點變項或

逆境感受、因應及意義建構間有無交互作用存在。再者，或可利用階層性的多元迴歸來

分析情緒調節、調節取向、性別等變項對逆境經驗與恢復力之間是否存在調節作用，另

外也建議後續研究者可嘗試以 SEM 來建立逆境經驗模式。 

 

5. 研究變項之增進 

 

本研究以逆境經驗為依變項時，除了所進行討論的樂觀、調節焦點及情緒調節因素

外，也還有其他的人格變項尚未納入，以待未來研究繼續探討，如 Kendler, Gardner和

Prescott (2003)的研究發現神經性人格特質顯著地預測生活壓力事件的發生，Bonanno, 

Field, Kovacevic和 Kaltman (2002)的研究則顯示自我增強者有較佳的適應，對遭受較負

向損失者有益。Gunby (2002)研究中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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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所論神經性、自我增強及自我效能等變項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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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未來研究者可持續探討之方向。而以逆境經驗為自變項時，除了本研究所進行以恢復

力與創造力為依變項的探討外，相關逆境經驗研究的統計中還包括與社會功能、心理情

緒、工作領導等之關係，因而後續研究者或可進行逆境經驗與學校適應、心情經驗或工

作效能之探討。 

 

6. 研究面向之增廣 

 

本研究雖探討大學生之逆境經驗，然較不足的是未請受試對象勾選其逆境事件的性

質，其實大學生面對的逆境事件可能有不同之面向，包括其學業、交友、社團、愛情、

師生、工讀等相異的逆境狀況，在 Hojat, Gonnela, Erdmann 和 Vogel (2003)以醫學院學

生為研究對象時，將其壓力事件區分為家庭成員死亡、個人受傷或疾病、家庭成員健康

改變、經濟及學業問題五項，而 Folkman和 Lazarus (1980)針對中年人之研究指出在工

作脈絡時促進問題焦點因應策略，而健康脈絡時促進情緒焦點因應策略，因此不同逆境

事件是否有相異之感受、因應與意義建構則尚待後續研究者進行探討。再則是逆境經驗

本身時間上持續的長短或個體對其之評估，Skinner和 Brewer (2002)的研究中發現個體

將壓力事件評估為挑戰者，會有越高的因應期待與較正向之情緒。因此或可將逆境經驗

之評估納入未來可進行研究的面向之一。另外逆境經驗會不會因時間改變而有階段性變

化，正面臨逆境者或已經歷一段時間的人在逆境感受、因應及意義建構上是否有所差

異。Stone和 Neale (1984)認為因應是動態歷程會隨時間改變，因此希望藉由日常因應測

驗的編制來記錄個體不同時間點因應狀態。所以逆境經驗不同階段之感受、因應之研究

也可作為後續探討的方向。 

 

7. 衍伸問題之探討 

 

在本研究中發現求成者與逆境感受無顯著相關存在，且在迴歸模式中求成取向又微

弱地正向預測負向逆境感受，可見求成焦點個體在逆境時似乎也會出現部分負向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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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不是因其追求正向結果被阻斷所致，仍待後續研究進一步來釐清其中之機制。再者於

情緒調節量表中，重新評估個體僅與丟臉憤怒的逆境感受呈顯著負相關，且微弱正向地

預測負向逆境感受，或許個體雖介入認知的重新評估但卻難免逆境經驗中的負向情緒，

這部分可能需再進一步探討重新評估介入調節負向情緒時所產生效應與影響。而另一個

壓抑的分量表與逆境感受無顯著相關存在，卻與逆境意義建構的領悟磨練有微量正相

關，是否壓抑者抑制情緒表達行為影響逆境感受量表的填答，且其內在對逆境之意義建

構為何，都尚待未來的研究作更一進步之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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