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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本研究旨在探討大學生之希望感、建設性思考與情緒創造力對創造風

格之影響，並建構四個變項間的因果路徑模式。本章共分五節，第一節為

研究動機、第二節為研究目的、第三節為待答問題、第四節為名詞釋義，

茲分述於下。 

 

Daemon，你聽我說。 
 

Daemon，我不是追隨你的影子， 
你是，第一個精準節奏。 

 
微笑，是惋惜，天馬行空的投契； 
冷靜，是驚訝，分毫不差的感應 。 

 
即便，現象帶刺， 

思維仍契合，屬於我的，價值脈絡， 
存在，是同理邂逅。 

 
Daemon，你聽我說， 

我的眼簾，沒有委屈求全的寂寞。 
只是，可惜大於眼淚， 
大部分，來自於， 
不思議的齊悅。 

 
Daemon，我不是追隨你的影子， 

只是，同世界。                              
     Jo-Yu, Lee 2008.02.04 

 

盤古布下的迷惘禁不住月娘催化，她正以玉彩綢緞在這「惘」上揮灑

作畫，豎立於路旁的百年樹，早因月娘的無拘豪放而群起歡欣鼓舞，曾經

戰勝北風的太陽，此時竟也情不自禁，將內心悸動幻化成一道曙光，倒映

在秘密花園的玄武湖畔，似乎訴說著羅密歐與茱麗葉的呢喃情話─閃閃爍



 2

爍，每個古老神話跨界「創造」著無數為「情緒」宣洩無窮想像的綺麗噴

泉口，然而，被創造著的每ㄧ，披著獨具「創造風格」之嫁衣，我不禁低

頭沉思，細細探尋著造就所有噴泉剎那的─背後推手，於是，我將它的名

字烙下印─「希望感」、「建設性思考」與「情緒創造力」。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壹、 創造風格可能具多樣性 

     

創造風格在創造力文獻中為一項相對新穎的議題，且近日研究趨勢將

焦點聚焦於檢驗創造風格與其它變項之關係，例如：創造風格與創造能

力、創造風格與人格風格（Houtz, Selby, Esquivel, Okoye, Peters, & Treffinger, 

2003）。此外，創造風格意指個體如何於每日生活實行創造力之能力，創

造風格為新起興趣之研究領域，故此研究趨勢影響了後續研究者多元結合

創造風格與其它變項，例如：情緒創造力與創造風格（Keller, Lavish, & 

Brown, 2007）。   

踏出探尋解答的第一步，便是認識創造個體可能使用的創造風格。創

造風格包含非最終產品定位（Not Final Product Orientation）、技術使用（Use 

of Techniques）、無意識過程信念（Belief in Unconscious Processes）、借助

他人（Use of Other People）、迷信行為（Superstition）、環境控制與行為自

我調節（Environmental Control/ Behavioral Self-Regulation）與感官使用（Use 

of the Senses）（Kumar, Kemmler, & Holman, 1997）。個體在執行創造性工

作的過程，可能使用不同型態的創意。例如：於無意識過程信念中，不同

領域的創造個體，則使用不同的策略產生靈感。因此，創造風格可由各領

域創造個體中窺探之。 

    在藝術領域，藝術創作為藝術家創造能力的運用，包含知覺與感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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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力、觀察、設計與組織及想像、聯想與幻想等創造思考能力，及以新穎

的方式或具體物來呈現思考結果的創造性表現能力，因此，藝術家除了要

有藝術學的知能外，也要有一般的學識、生活體驗及人格修養。除此之外，

藝術家的創作，為一項生產藝術品的過程，而每位藝術家於創造過程所採

用的策略及習性亦有所個別差異。有些藝術家注重媒材體驗、工具技法使

用；有些藝術家訴諸直覺、感情或想像，有的偏重理性的思考與計畫；有

些藝術家必須經由閱讀，透過視覺、聽覺、觸覺的各種感官的互動，反思

再建構的程序以達到一種合諧狀態（陳朝平，2003；楊慶林，2007）。藝

術家集材的目的在於累積豐富的創作源與記憶，以提供在一連串思維下的

「靈感」乍現，而其創作源可能來自於（1）平日的閱讀、音樂的收集、

旅遊的觀察；（2）生活的歷練與經驗的影響；（3）留學經驗的影響；（4）

其他類藝術的觀摩（陳昭儀，2006）。 

    此外，許多藝術家藉由物質來增加創造的過程，讓自己處於創作產品

的恍神狀態，在 Betty Fold 診所治療的病人名單中包含許多藝術領域的天

才，例如：悲劇性死亡演員 John Belushi、歌手 Tanis Joplin 及搖滾樂明星

Jimi Hendrix，皆指出藥物對創造者的強烈吸引力；Liada Leonard 在 1989

《玩火證物、創造力與上癮之惡》（Witness to the fire: Creativity and the evil 

of addiction）指出富創造力的人物通常會藉助古柯鹼或酒精等物質，以人

為的方式幫助他們達到可發揮創造力的境界（陳昭儀、陳綺、張素華譯，

1995）。 

    在文學創造領域，作家在創作的過程中藉由大量的生活經驗與記憶，

透過想像力將與主題相關的感受與想法，在腦內構思而成，這構思的過程

也與作家本身的性格與生活經驗息息相關。許多看似簡短的創作時間，裡

頭蘊含的創作能源，卻是作者用一輩子的成長經驗與人生歷練，自然而然

形成的（陳昭儀、黃心怡，2005）。有些作家相信創造力來自神秘力量，

例如：英國作家吉卜寧（Rudyard Kipling）所形容活在作家筆下的「守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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神」（Daemon）想法：「我的守護神陪我遊走在《叢林書》、《基姆》、

《精靈書》這些書裡，而我只是小心翼翼、亦步亦趨，唯恐與他走散…。

當你的守護神來了，千萬別警覺思考，你要漂流、等待、唯命是從。」

（Sternberg & Lubart, 1996）。在科學領域，科學家則認為需探索別人做的

工作、在自己的實驗研究中發現問題所在、由自己先前持續的工作累積成

果中觸發新的靈感及透過研究人員之間的討論、多參加研討會及閱讀論文

等方式均能引起作研究的靈感。 

    在設計領域，美國廣告大師 Jams Webb Young 認為創造力的產生有其

原理及方法，將創意的孕育比喻成「魔島浮現」是經過長期累積的珊瑚，

悄然浮出海平面形成島嶼。魔島理論是用「長期累積」和「瞬間浮現」來

解釋創意的成因：廣告的創意是把廣告商品，並總結創意產生四部曲，第

一步是搜集資料，第二步是消化資料，第三步是等待靈感出現；第四步是

靈感的乍現（引自鄧智元，2002）。在建築設計領域，解富財（2003）指

出就建築創作的思維活動而言，主要是來自於內外環境的刺激。所謂外環

境刺激，是指觀察到宇宙萬物和生活現象，以及各種事物、現象的性質、

狀態、特徵等的「觀察事實」。其中也包括感知到而沒有講出來的事物間

和現象間的關係、聯繫和其他秩序。內環境刺激則指記憶、想像、聯想和

幻想活動中出現的「心像」，對情緒、感情、意念等意識因素的體驗，以

及來自於潛意識活動的信息。「心像」有可能呈現出來，不過卻很難為體

驗直接捕捉到，而是沉入記憶之中，透過描述、解釋才得以展現出來。 

    然而，以創造力跨領域結合觀點觀之，1919 年 4 月 1 日，現代設計教

育先知葛羅畢斯（Waler Gropius）所發表的〈包浩斯宣言〉指出：「藝術家

們各自獨立生存，唯有經過一番自覺自醒，並和所有工藝技師們共同奮

鬥，才能得以自救。建築家、畫家和雕塑家必須重新認知，一棟建築物是

各種美感共同組合的實體。」凱普斯（Gyorgy Kepes）所成立的高等視覺

中心（Center for Advanced Visual Studies, CAVS）創造了能激發藝術家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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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家們創造力對談的環境，使科學家、工程師與藝術家透過溝通完成作

品；坎普頓（Boyd Compton）於紐約市立大學藝術學院設立了媒介

（intermedia）學程，意即藝術實驗室，使研讀表演、舞蹈、佈景設計、電

影製作以及電視製作的學生能將自己藝術形式上的創作，藉由彼此之間相

互合作而完成（李賢輝，2003）。由上述可知，創造個體可能使用五感體

驗生活、觀察社會現象、體認人生價值所累積之經驗歷程下，影響了創意

個體於創造歷程時所採用的策略及問題解決方法，形塑創造風格。 

 

貳、 情緒創造力可能影響創造風格 

 

情緒與創造力為一複雜且常被質疑成兩項相互矛盾之概念：在心理學

領域中，創造力被歸類為高層次思考歷程，而情緒通常因被視為非認知性

概念，而歸類為低層次思考歷程；在生理學領域中，創造力被視為大腦皮

層的活動，而情緒則被假定為大腦舊皮層與皮質下區域的証實；在生物學

領域中，創造力被看待為晚期進化的發展，而情緒則被看待為前人類世界

所遺留下的剩餘物。將情緒與創造力兩個概念結合，始於社會建構論直線

延伸情緒概念之觀點，該觀點以創新角度重新詮釋情緒與創造力（Averill, 

2002）。 

    初探情緒及創造力之相關研究始末，源於情感症與創造力結合後，所

激發之強烈正向情緒抑或幾近瘋狂的狀態，無論正向情緒抑或瘋狂的輕躁

情緒，皆能因個別差異，而增進個體覺察力及增廣思考幅度與彈性（Ivcevic, 

Brackett, & Mayer, 2007）。Andreasen 與 Jamison 指出創造力和許多情緒特

質相關，在藝術領域的創造性成就所牽涉之情感症最為明顯，此外，

Eckblad、Chapman 與 Schuldberg 表示具有輕躁狂個體特質者，描述自己擁

有比常人更深層之獨特性及創造性特質，並且樂於投入藝術性及想像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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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另情緒創造力能夠顯示個體情緒生活的豐富程度，擁有較高層次情

緒創造力之個體，將經歷較複雜的情緒經驗，例如：高情緒創造力的音樂

劇作家，可能同時擁有：忌妒其他具有更高才能的音樂劇作家、因體悟呈

現具缺陷的演出而感到尷尬、因觀眾的投入參與而感到喜悅以及嚴肅面對

個人創作這四種大異其趣的情緒（引自 Ivcevic et al., 2007）。 

    經由研究者閱覽國內外文獻，目前情緒創造力影響創造風格之理論基

礎文獻尚無，故研究者以心情經驗與創意之間的關係、情緒智力與創造力

之關係推估情緒創造力與創造風格之關係，換句話說，研究者推估創造個

體於面臨多元情緒時，可能影響個體於執行創造性任務時之創造風格。心

情和情緒都是一種情感狀態，一般的心情是指持續的時間較長、感受較不

強烈，且通常沒有特定對象的一種具有瀰漫性（diffuse）、全面性（global）

的情感狀態，而情緒的持續時間較短、感受較強烈、有特定的原因和對象，

這兩種情感現象，由於相似性很高，有些學者未將兩者區分，因此造成心

情常被納入有關情緒的研究當中（李毓娟，1996）。Isen、Daubman 與 Nowici

曾在一個實驗中，發現心情好的受試者在兩種需要創意的作業：Dunkcker’s 

蠟燭創意思考測驗及 Mednicks’遠距聯想測驗上表現較佳（ Isen, & 

Daubman, 1984）；Jamison（1989）以 47 名英國有名的作家與藝術家為樣

本，發現這些作家與藝術家在創作時的精神狀態與臨床心理學上的輕性躁

狂（hypomania）非常類似，顯示這種輕微激昂的好心情對需要創意思考的

人最適宜。 

Salovey 與 Mayer（1990）在《運用情緒》（using emotions in adaptive 

ways）中提及個體能妥善運用情緒以促進思考、增進問題解決能力、增加

生活適應力。因此，若個體有較佳的情緒使用能力，便能增進創意思考的

激發，且能於修正情緒智力架構中，顯示不同的情緒狀態能促進不同心智

上的運作與理解。Bennis 與 Thomas 在《奇琶與怪傑》（Geeks and Geezers）

這本書中歸納優秀領導者的相關經驗與個人特質，書中指出如果單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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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特質能夠決定人的成敗，那麼此特質為適應力，亦為以非傳統角色看待

一個問題或危機的「運用創造力」，此力量能讓個體在面臨挫折時產生正

向情緒，不會沉溺於負面情緒之中，並積極樂觀面對挑戰（齊思賢，2002）。

此外，書中所提到「若能善用情緒的變動以採取多元觀點的能力，在面對

模糊的情境時產生較佳的思考方向」之觀點與情緒創造力所強調的多元

性，能以新穎性、有效性及確實性詮釋事件之意涵類似；而「創造力需藉

著情緒的調整與管理來展現創造力」觀點則和許多創造個體進行創造力時

所展現的情緒息息相關。 

    綜上所述，研究者推估情緒創造力可能影響創造力，進而影響個體之

創造風格。情緒創造力影響創造風格之情形其實貼近於每日生活，例如：

面臨網路時代，「無名小站」部落格創造二千二百萬美元，約七億一千五

百萬台幣的購併案旋風下，讓人知道在全新的網路世代中，什麼都有可能

（陳又嘉，2006）。在這些部落格裡，常充滿著許多因生活事件而體驗情

緒，甚而產生創造性產品之文章。此外，MSN溝通模式亦扮演著重要性角

色，個體於MSN暱稱不但紀錄了個體每日的情緒狀態，亦為情緒創造力以

產生創造力，甚而影響創造風格之最佳例子。因此，每一個體皆能發揮情

緒創造力，每人皆可能成為簡單的生活文學創造者。 

 

參、 希望感和建設性思考可能影響情緒創造力與創造風格 

 

 Masten 與 Coatsworth 指出正向心理學主要的原則為偵測個體的正向

特質，希望感如同保護個體於逆境中所遭受危險因子的緩衝器，例如：生

活壓力事件（引自 Valle, Huebner, & Suldo, 2006）。Katz 與 Epstein（1991）

指出建設性思考是指個體透過使用多樣化的思考方式、行為應對和情緒應

對的策略，以有效處理問題情境的能力；Epstein 與 Meier（1989）指出建

設性思考是一種以經驗和理性智慧，使自己在壓力情境下，能以最小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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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有效地解決生活難題的生活信念或能力。如此研究趨勢走向，啟發研究

者結合生命經驗故事，於混沌（chaos）中探尋淨化（purify），因此，嗅出

此議題之發展潛力，若創造風格可以譜出公式，希望感、建設性思考與情

緒創造力則能使個體於既定的符號與數字裡，開發無窮。 

就希望感、建設性思考與情緒創造力的關係而言，三者具有密切的關

係。過去的研究對於希望感與建設性思考的關係似乎有些許的關切，而對

於情緒創造力與其他二者的實證研究目前尚無，故研究者乃以逆境觀點推

窺探變項之間的關係。郭儀君（2005）於《逆境會讓人更堅強》指出面對

逆境時依靠堅定的信念、堅定不移，朝目標邁進、堅持自己的信仰、充滿

自信，意志堅定、努力不懈的持續力及在克服困難的過程中鍛鍊等，皆能

幫助個體克服逆境，此觀點則和希望感中所強調的目標、動力思考與途徑

思考具密切關係。蔡雅如（2005）大學生逆境經驗及其相關因素之研究指

出大學生樂觀中之正向結果預期和勇於面對挫折、求成取向的調節焦點、

沈著冷靜的情緒調節與調適轉移的逆境因應策略對恢復力有正向預測

力，而避敗取向的調節焦點與徬徨無助的逆境感受對恢復力有負向預測

力；勇於面對挫折、求成取向、沈著冷靜與積極處理的因應策略對創新行

為有正向預測力，而避敗取向與徬徨無助對創新行為有負向預測力；正向

結果預期、勇於面對挫折、求成取向、沈著冷靜與積極處理對創造力自我

效能有正向預測力，而避敗取向與徬徨無助對創造力自我效能有負向預測

力，此研究所指之因應措施可能與建設性思考有關，而伴隨個體面對逆境

時產生的情緒，則可能和情緒創造力有關。 

綜合逆境文獻之分析，研究者認為希望感與建設性思考可能會互動之

後，影響大學生的情緒創造力，進而直接與間接影響其創造風格。換句話

說，創造個體可能因生活事件或逆境所引發之希望感、建設性思考及情緒

創造力，進而影響其創造風格。此外，許多創造個體可能於創造歷程面臨

創造困境時，啟動希望感及建設性思考或破壞性思考，進而影響其情緒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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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力及創造風格，然而，此創作困境，亦為視創作為生命之創作人的生活

事件或逆境之一種，因此，在逆境中所感，可能進而轉化為創造泉源。 

綜上所述，創造性情緒表達所產生的眾多構想，使個體擁有不同經驗 

及表達情緒之創造力（Averill, 1999a）。在如此多元構想中，希望感、建設

性思考與情緒創造力賦予不同個體以不同方式體驗情緒、「創造」創造力，

進而於過程中察覺自我，形成個體於抒發生活事件感想或撫平逆境創傷時

所展現之創造風格。然而，伴隨後現代精神體現，諸如「每一個體心中皆

擁有一顆屬於自己的星球」之思想源源不絕地湧現，每顆星球為了尋覓價

值而隱隱旋轉，如此，賦予個體星球蘊藏不同風格之炫彩光芒，如同每一

音符「排列組合、合組列排」之後，所譜出不同風格之樂章，是故，每一

個體之希望感、建設性思考與情緒創造力亦有所不同。 

然而，國內希望感、建設性思考、情緒創造力與創造風格相關研究仍

屬草創時期，因此，研究者分別探討希望感、建設性思考、情緒創造力與

創造風格等變項之文獻，試圖藉由其概念與理論基礎，窺探希望感、建設

性思考、情緒創造力所賦予創造風格的生命與風采，希冀透過整理探究，

提出實質應用範疇，進而增添此議題於正向心理學領域之璀璨邂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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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依上述之研究動機，本研究先進行希望感、建設性思考與情緒創造力

與創造風格的文獻探討，建構研究理論與架構，再進一步探討大學生希望

感、建設性思考與情緒創造力對創造風格之關係。具體而言，本研究主要

研究目的如下： 

 

一、 瞭解大學生之情緒創造力與創造風格表現之狀況，及希望感與建設

性思考能力之現況。 

二、 探討大學生之希望感對情緒創造力之效果。 

三、 探討大學生之建設性思考對情緒創造力之效果。 

四、 探討大學生之情緒創造力對創造風格之效果。 

五、 探討大學生之希望感對創造風格之效果。 

六、 探討大學生之建設性思考對創造風格之效果。 

七、 分析大學生之希望感、建設性思考與情緒創造力及創造風格之互動

關係，並嘗試提出創造風格的因子模式。 

    根據研究發現，提出具體建議供教育單位、諮商領域及研究人員瞭解

大學生創造風格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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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待答問題 

     

根據以上研究動機與目的，具體而言，本研究之待答問題如下： 

 

一、 大學生之情緒創造力、創造風格表現、希望感與建設性思考能力之

現況為何？ 

二、 大學生之希望感對其情緒創造力是否有正向效果，即其希望感程度

越高的大學生，其情緒創造力是否越佳？ 

三、 大學生之建設性思考對其情緒創造力是否有正向效果，即其建設性

思考程度越高的大學生，其情緒創造力是否越佳？ 

四、 大學生之情緒創造力對其創造風格是否有效果？ 

五、 大學生之希望感對其創造風格是否有效果？ 

六、 大學生之建設性思考對其創造風格是否有效果？ 

七、 大學生之希望感與建設性思考交互作用之後，是否會先分別直接影

響情緒創造力及創造風格，且情緒創造力是否會直接影響創造風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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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名詞釋義 

     

    為使本研究所探討之問題能有一明確的概念，並避免混淆，使本研究

範圍明確化，茲將本研究涉及之重要名詞加以解釋如下： 

 

壹、 大學生（undergraduate student） 

     

本研究所指之大學生係指台灣地區台北縣、台北市、桃園縣所屬之大

專院校之大學生。 

 

貳、 創造風格（creative style） 

 

創造風格係指當個體執行創造性工作時所展現之創意型態及結合環

境資訊後所形成的問題解決方法，不同的創造風格影響個體表達創造力時

的風姿，進而影響個體於展現創造風格時之類型、信念及策略與思考歷程。 

本研究所指之「創造風格」係指根據研究者與指導教授所修訂的「創

造風格量表」所得之分量表分數為指標，大學生在各分量表的得分越高，

表示其具有該分量表之風格特質越強。「創造風格量表」主要可以分成「創

造核心特質」及「創意輔助習性」等兩個分量表，前者包含「非最終產品

定位」、「技術使用」、「無意識過程信念」、「借助他人」，後者包含「迷信

行為」、「環境控制與行為自我調節」、「感官使用」。 

 

參、 情緒創造力（emotional creativity） 

 

情緒創造力係指當個體歷經生活事件時，能夠把握情緒準備度、原創

性、適切性及真實性四項特性，進而以創造新穎有效的方式詮釋、表達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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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甚或付諸行動。情緒創造力具文化差異，差異反應了個體於情緒面向展

現創意能力的最低、較複雜及最高等三個層次，不同個體可能創造出不同

情緒創造力的層次，透過運用情緒創造力，能使個體於面臨生活事件時，

鑿闢無窮異次元想像空間。 

    本研究所指之「情緒創造力」係指根據研究者與指導教授所修訂的「情

緒創造力量表」所得之分數為指標，得分越高，表示大學生的情緒創造力

程度越高。「情緒創造力量表」主要可以分成「新穎性來源」、「情緒準備

度」、「有效性」及「新穎性反應」等四個分量表。 

 

肆、 希望感（hope belief） 

 

    希望感係指當個體面臨問題或困境時，能使個體抱持樂觀的態度、正

面的動力及擁有處理的策略方法以解決面對之信念。簡而言之，個體能於

事件中設定層次目標，於途徑成分中，個體能體認自己有能力使用所創造

出的方法以達成目標，於動力成份中，個體亦能對於預定目標產生有效達

成目標的方法之能力知覺；於達成預定目標的過程中，途徑成分與動力成

分會交互產生達成目標之驅力，直至完成預定目標。 

    本研究所指之「希望感」係指根據研究者與指導教授所編製的「希望

感量表」所得之分數為指標，得分越高，表示大學生的希望感程度越高。

「希望感量表」主要可以分成「動力思考」、「目標」及「途徑思考」等三

個分量表。 

 

伍、 建設性思考（constructive thinking） 

     

建設性思考係指當個體除處於壓力情境之下，能使用最小成本的有效

問題解決策略，以應對生活上的實際問題，並運用經驗及理性智慧使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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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週遭他人提升生活滿意度，進而獲得幸福感的一種能力或信念。 

    本研究所指之「建設性思考」係指根據陳武雄與吳靜吉（1995）針對

成人所編製的「建設性思考量表」所得之分數為指標，得分越高，表示大

學生的建設性思考能力越佳；以分量表分數而言，大學生在「情緒的因應」

及「行為的因應」等兩個分量表得高分，而在「絕對的思考」、「迷信的思

考」、「神秘的思考」及「天真的樂觀」等四個量表得低分者，表示其建設

性思考能力越佳。「建設性思考量表」主要可以分成「情緒的因應」、「行

為的因應」、「絕對的思考」、「迷信的思考」、「天真的樂觀」及「神秘的思

考」等六個分量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