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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討論、結論與建議 
 

本章分三節來闡述：第一節為討論，第二節為結論，第三節為建議。

研究者將上一章所得的研究結果予以討論，再將研究結果及相關討論歸納

為本研究的結論，最後依據結論及第三章的研究限制，提出相關建議，以

供後續相關研究之參考，茲分述如下。 

 

第一節  討論 

   

    本研究共提出六項假設，研究者將列出各項假設考驗的主要研究結

果，如表 34。 

 
表 34 各項假設考驗的主要研究結果 

研究假設 
是否

獲得

支持 
主要研究結果 

假設一： 
大學生的希望感對其情緒

創造力有正向效果，即其希

望感程度越高，其情緒創造

力越佳。 

是 
 

大學生的整體情緒創造力及新穎性來

源、情緒準備度、有效性、新穎性反應

等各項指標會因本身希望感程度不同

而有顯著差異。亦即希望感程度愈高

者，其本身情緒創造力表現愈好。 

假設二： 
大學生的建設性思考對其

情緒創造力有正向效果，即

其建設性思考程度越高，其

情緒創造力越佳。 

否 

大學生的整體情緒創造力及有效性、新

穎性反應等各項指標會因本身建設性

思考程度不同而有顯著差異。亦即建設

性思考程度愈高者，其本身情緒創造力

表現愈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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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三： 
大學生的情緒創造力對其 

創造風格各向度有效果。 

是 
 

不同情緒創造力程度對創造核心特質

中的非最終產品定位、技術使用、無意

識過程信念、借助他人及在創意輔助習

性中的迷信行為、感官使用等各項指標

會因情緒創造力程度不同而有顯著差

異。亦即情緒創造力程度愈高者，其本

身創造核心特質及創意輔助習性表現

愈好。 

假設四： 
大學生的希望感對其創造

風格各向度有效果。 

大 
部 
分 
是 

不同希望感程度對創造核心特質中的

非最終產品定位、技術使用、無意識過

程信念、借助他人及在創意輔助習性中

的感官使用等各項指標會因希望感程

度不同而有顯著差異。亦即希望感程度

愈高者，其本身創造核心特質及創意輔

助習性中的感官使用表現愈好。 

假設五： 
大學生的建設性思考對其

創造風格各向度有效果。 

  部 
分 
是 

不同建設性思考程度對創意輔助習性

中的環境控制與行為自我調節、迷信行

為等各項指標會因情緒創造力程度不

同而有顯著差異。亦即建設性思考程度

愈高者，其本身創意輔助習性表現愈不

好。 

 

 

 

 

表 34（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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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六： 

大學生的希望感與建設性

思考交互作用之後，兩者會

先分別直接影響其情緒創

造力及創造風格，且情緒創

造力會直接影響創造風格。 

  大  

  部 

分 

是 

希望感對創造核心特質及創意輔助習

性、建設性思考對創造核心特質並無顯

著關係。然而，希望感與建設性思考產

生交互作用後，分別對情緒創造力有顯

著影響並透過情緒創造力對創造核心

特質及創意輔助習性有間接效果，且情

緒創造力會影響創造核心特質及創意

輔助習性。 

 

本節依據各項研究結果分別進行討論：（一）大學生希望感、建設性

思考、情緒創造力與創造風格之現況，及情緒創造力和創造風格分別在性

別、創造力獎項得獎經驗與所屬學院上的差異情形；（二）大學生情緒創

造力與創造風格之關係；（三）大學生希望感與情緒創造力及創造風格之

關係；（四）大學生建設性思考與情緒創造力及創造風格之關係；（五）大

學生創造風格之路徑模式。 

 

壹、 研究參與者之概況 

 

一、 大學生希望感、建設性思考、情緒創造力與創造風格之現況 

 

本研究的量表均以李克特式（Likert-type）五點量表計分，題項的分

數介於 1 至 5 之間，若總量表的平均分數高於 3，則表示其平均偏高。本

研究初步資料分析結果發現，大學生在希望感、情緒創造力及創造風格中

之創造核心特質等量表的得分（依序為 M=3.730、M=3.592、M=3.490）均

普遍偏高，表示參與的大學生個人具有中高程度的希望感、情緒創造力及

表 34（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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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核心特質。大學生在建設性思考及創造風格中之創造核心特質等量表

得分介於 2.4~3.0 之間（依序為 M=2.993、M=2.438），表示參與的大學生

個人具有中等程度的建設性思考及創意輔助習性。 

此外，在創造風格中，大部分的參與大學生於創造過程中所呈現之創

造風格以創造核心特質（M=3.480）表現較好；於創造核心特質中以非最

終產品定位及無意識過程信念（M=3.640 及 M=3.605）表現較好；在創意

輔助習性中，則以感官使用（M=2.913）表現最好。在情緒創造力中，大

部分的參與大學生能覺知其情緒的新穎性來源、情緒準備度、有效性、新

穎性反應各方面歷程，其中又以情緒準備度表現最好（M=4.092）。在希

望感中，多數的參與大學生在動力思考、目標、途徑思考等方面，具有非

常不錯的希望感程度，其中又以動力思考（M=3.951）最佳。在建設性思

考中，多數的參與大學生在情緒的因應、行為的因應、絕對的思考、迷信

的思考、神秘的思考、天真的樂觀等方面，具有中高程度的建設性思考程

度及破壞性思考程度，其中又以天真的樂觀表現最佳（M=3.712）。由上

述可知，目前大學生在希望感、建設性思考、情緒創造力方面的表現程度

良好，且大學生於創造過程時，傾向使用創造風格中的創造核心特質進行

創意任務。 

 

二、 性別與情緒創造力及創造風格 

 

本研究發現，不同性別的研究參與者，在情緒創造力有顯著差異

（Wilks’ Λ=.961，p=.000），進一步分析發現，性別於新穎性來源及新穎性

反應具顯著差異，前者為女生大於男生，後者為男生大於女生。就性別對

於情緒創造力而言，本研究和 Averill（1999a）所發現，女性在情緒準備度、

有效性及確實性的得分比男生高，且在新穎性面向有些許的性別差異的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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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相仿。 

在創造風格方面，不同性別的研究參與者，在創造核心特質無顯著效

果（Wilks’ Λ=.989，p=.217），在創意輔助習性有顯著效果（Wilks’ Λ=.981，

p=.018），進一步分析發現，性別於環境控制與行為自我調節具顯著效果，

F（1,520）=9.183, p<.05，為男生大於女生。就性別對於創造風格的效果

而言，目前尚未有直接相關的實徵研究，在本研究中發現男生比女生更能

使用環境控制與行為自我調節，顯示男生在執行創意工作時，更能空出特

定的時間、空間進行創造，且較容易使用含咖啡因的飲料調節自己。然性

別與創造力相關研究結果紛雜，就其背後原因，可能因不同領域對象人數

及所使用的量表而有所差異，然社會價值觀是否影響各領域創造者的創造

風格，則為日後可深思之議題。 

 

三、 創造力獎項得獎經驗與情緒創造力及創造風格 

 

    本研究發現，不同創造力獎項得獎經驗的研究參與者，在情緒創造力

無顯著差異（Wilks’ Λ=.990，p=.294）。就創造力獎項得獎經驗對於情緒創

造力而言，目前尚未有直接相關的實徵研究，因此，本研究嘗試推測無顯

著差異的結果，可能來自創造力獎項種類具領域差異性，有些創造力相關

獎項，可能與情緒創造力無直接的相關性，例如：理工類的科學獎項所需

運用到情緒創造力的程度較少。 

在創造風格方面，具有創造力獎項得獎經驗的研究參與者，在創造核

心特質具顯著差異（Wilks’ Λ=.968，p=.002），在創意輔助習性則無顯著差

異（Wilks’ Λ=.991，p=.196），進一步探討發現，創造力獎項得獎經驗於無

意識過程信念、技術使用與非最終產品定位具顯著差異。就創造力獎項得

獎經驗對於創造風格的效果而言，陳又嘉（2006）指出微型創業者產生創

意的過程為：「當我看到任何物品時，創意部隊宛如自動集合，全部湧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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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裡，打破原有的思考邏輯，是我用來激發源源不絕創意的方法。」許多

微型創業者會結合不同領域概念以產生創意之過程，例如：結合科技跟藝

術、多媒材的結合、蒐集資料、處處閱覽、旅行以激發創意等。此外，創

作者希望能不斷地創作而非為了商品而去做，透過實驗素材，產品只是實

驗過程中的產物，而不是最終的作品。換言之，創造力獎項得獎經驗個體

於創造過程中，可能充分發揮無意識過程信念、技術使用與非最終產品定

位等創造風格。 

 

四、 所屬學院與情緒創造力及創造風格 

 

本研究發現，在情緒創造力方面，所屬學院對情緒創造力有顯著效果

（Wilks’ Λ=.929，p=.009）。在情緒創造力中，新穎性來源的平均數在社科

學院顯著高於理學院、社學學院顯著高於工學院及社科學院顯著高於藝術

學院；在情緒準備度的平均數在社科學院顯著高於理學院、社科學院顯著

高於工學院、社科學院顯著高於法商學院、藝術學院顯著高於理學院、文

及其他學院顯著高於理學院、文及其他學院顯著高於法商學院。 

就所屬學院對於情緒創造力而言，Averill（1999a）指出情緒創造力和

大量情緒經驗、需要情緒表達之任務所包含的創造力達顯著相關，例如：

創傷事件、生活困境等。情緒創造力能使個體覺察、感受、表達真實的情

緒，並且能夠透過情緒創造歷程不斷探尋個體的理念及價值觀，進而形塑

自我，因此，情緒創造力不但為一項情緒的創造性產品，亦為一種自我探

索的創造力（Averill, 2002）。此外，德國的存在主義大師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強調「審美創造中主體的能動性」，認為藝術與文學創造為「提

供與開啟一個生存的空間與尺度」，透過藝術創作過程，能不斷地詮釋自

己，不斷地理解自己，使人與自然世界融為一體，以恢復人—真正原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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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遮蔽狀態—的存在，並且使審美對象澄明與敞開，從而得到一種審美創

造的自由。藝術創造是通過「非存在」把新的存在表現出來，要觀照這種

新的存在，便不能依據邏輯推理與分析論證，只能依據領悟、感受、超乎

功利的理性直觀，以顯現一種瞬間的把握與超越（吳文成，2006）。研究

結果趨向人文藝術領域相關學院大於科學領域相關學院，顯示人文藝術學

院大學生於創造歷程中，可能比科學領域大學生更需運用較高程度的情緒

創造力。 

    在創造風格方面，所屬學院對創造核心特質（Wilks’ Λ=.943，p=.065）、

創意輔助習性無顯著效果（Wilks’ Λ=.936，p=.003），然進一步探討後發現，

在創造核心特質中的無意識過程信念及在創意輔助習性中的環境控制與

行為自我調節具顯著差異。在創造核心特質中，無意識過程信念的平均數

在社科學院顯著高於理學院、工學院顯著高於理學院、工學院顯著高於藝

術學院、文及其他學院顯著高於理學院；在創意輔助習性中，環境控制與

行為自我調節的平均數在工學院顯著高於社科學院。 

    就所屬學院對於創造風格而言，創造乃是一種思考歷程，在思考過程

中運用創造力，在思考結果表現創造力（黃旭陽，2004）。創造風格亦為

探究個體於執行創造性工作時所採用的策略與問題解決能力，Blatt、

Allison、Feirstein（1969）與 Taft（1971）指出創造風格為產生創新構想的

能力、無論個體追求文學藝術或是科學領域，於過程能夠適切適應現實脈

絡的能力。大學生大多是自己產生創造意念，各學院的所提供的資源、環

境脈絡有所不同，從「創造力發展的生態系統模式」（葉玉珠，2000）觀

之，影響創造力發展的因素包含四個生態系統：小系統（Microsystem）、

中系統（Mesosystem）、外系統（Exosystem）、大系統（Macrosystem）：小

系統係指個人特質，中系統係指家庭及學校環境，外系統係指工作的組織

環境，大系統係指社會文化及價值體系，而許多研究（如葉玉珠，2000；

Yeh, 2004）皆指出環境是影響創造力表現的因素。就此研究結果，目前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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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有直接相關的實徵研究，因此，本研究嘗試推測此結果的差異可能來自

於大學生的人格特質及不同學院間屬性與氛圍不同所致，甚至是兩者互動

後的結果，進而產生不同學院間創造風格的差異。 

 

貳、 情緒創造力與創造風格之關係 
 

    本研究發現，不同情緒創造力程度的參與者在創造核心特質（Wilks’ 

Λ=.756，ps=.000）及創意輔助習性中有顯著差異（Wilks’ Λ=.954，ps=.000）。

其中情緒創造力高分組和中分組在非最終產品定位、技術使用、無意識過

程信念、感官使用方面，皆比低分組具備更好的情緒創造力表現；在迷信

行為方面，中分組比低分組具備更好的情緒創造力表現。若從驗證模式

看，情緒創造力對創造核心特質及創意輔助習性的結構係數分別為.78

及.33，路徑的直接效果達.001 的顯著水準。整體而言，單因子多變異數分

析與結構方程式皆指出情緒創造力與創造風格存在強烈正向關聯，亦即情

緒創造力程度愈高者，其創造核心特質及創意輔助習性表現愈好。 

    Fuchs 等（2007）討論情緒創造力、創造風格與情感失認症等量表之

相關研究指出情緒創造力之「新穎性」、「有效性」及「確實性」與創造風

格之「技術使用」具相關性；情緒創造力之「新穎性」與創造風格之「無

意識過程信念」、「技術使用」、「環境控制與行為自我調節」與「感官使用」

具正相關，而與創造風格之「最終產品定位」呈負相關；情緒創造力之「有

效性」及「確實性」與創造風格之「技術使用」、「借助他人」具相關性（Fuchs, 

et al., 2007）。回顧情緒創造力與創造風格的文獻時，發現幾乎沒有探討此

兩者直接關係的文獻，但有不少探討情緒智力或情緒與創造力關係之研

究，有研究發現情緒智力與創造力有正向關係（Guastello, & Hanson, 2004; 

Mayer & Salovey, 1997），而情緒創造力則和情緒智力部分概念相似。許多

研究發現證實正向情緒有助於創造力表現（Estrada, Isen, & Young, 1997; 

Isen, 1999, 2000）。若以神經生理的角度探討，正向情緒會增加腦中多巴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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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動（dopamine levels），多巴胺釋放能促進認知的彈性化和認知觀點選

擇的精進。此理論解釋了正向情緒在嗅覺及創造性問題解決等之影響。然

而，也有研究發現負向情緒也有可能促進創意表現，因為它有能是一種信

號，提示有問題需要解決，因而激發想要嘗試改變的動機並進而激發創意

（Ashby et al., 1999）。因此，研究者推估情緒創造力與創造風格相關。     

    探究許多創造者之創造歷程，皆存在著情緒創造力影響創造風格之例

子，且多半出現在藝術與人文領域及文學領域。在藝術人文領域中，藝術

家常處於深沈的情緒經驗與狀態中，且藝術家比起進行外在物質研究的科

學家更為重視內省、內觀能力，他們需長時間浸潤於自己的情緒經驗中，

要經由不斷內省的歷程裡創造情緒，才能創作出美好的藝術作品。音樂之

所以動人，是因為樂曲裡融入了創作者充沛的感受，繼而引領聽者在聆賞

樂曲時得到了他所欲傳達的感動。例如：盧炎認為：「在美感的境界裡多

少會帶一些憂傷的色彩。李白詩《將進酒》中的最後三字─『萬古愁』。

直到現在我才算是了解到李白為什麼要喝酒，就是要澆愁，澆這萬古愁。

這一絲幽幽而深沉的憂愁在樂音流洩之中不知不覺地表露出來。」馬水龍

認為：「音樂要說的話必然是深入人心的。巴哈的作品，單是幾個平凡的

樂音，就能夠滲透人的心靈，作曲家若能如此，就是最好的作曲家。」（陳

昭儀，2007）。此外，表演藝術工作者廖瓊枝將實際生活經驗的起起落落，

投射到她精心詮釋的悲苦角色上，也成為她表演藝術的基底（陳昭儀，

2006）。 

    在文學領域中，文學創造的想法與生活事件所引發的情緒創造力密不

可分。Sundararajan 與 Averill（2007）舉出西方神學教育家─奧古斯丁

（Augustine）與東方至聖先師─孔子皆為情緒天才（emotional geniuses），

他們的創造性產品反應了日常生活中的經驗與啟發。陳昭儀（2007）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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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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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經驗息息相關。即興作家有了創作衝動之後，立即憑藉著情緒創造的

鼓動與想像力的活躍著手寫作，例如：黃春明特殊的寫作方式，是他靈敏

的觸覺和廣泛的同情，他的小說創作也多半來自對故鄉的熱愛，展現的靈

感也都是大自然與故鄉人物給他的回饋。鍾肇政以情感敏銳的青年人面對

台灣五零年代前後的「日本經驗」或稱做「殖民地傷痕」，加上青春期的

心靈苦悶，構成了鍾肇政文學一再反覆咀嚼的題材。此外，詩人觀物而有

感，在於他平日的積思，及對某一問題的積極思維為前提，而形成心理上

對外界事物的積極注意，一旦遇上了相應的客觀環境激發，就如天雷勾動

地火般地湧現出來。蘇東坡題畫詩（續麗人行）即是一例，此詩之作，乃

是在欣賞唐代名畫家周昉的背面欠伸宮女圖和杜甫 〈麗人行〉詩之後，

所引發的聯想，誠如吳枝培先生所形容：「見畫生情，緣情吟詩，又走詩

隨情遷，詩中有畫，詩情畫意，躍然紙上，不僅杯展了畫的內容，並且深

化了畫的主題。」人的情感是不斷變化的，內外物的交感關係，使得情感

世界在許多偶然性契機下觸發了各種情感的波動。在《禮記樂記》，其中

談到樂的發生時即為一例：「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

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支音，比音而

樂之；及干戚羽旄，謂之樂。」（黃俊仁， 2006）。 

    由上述可知，生活事件或逆境可能引發個體產生多元情緒，促進個體

創作，創造者能經由感官使用對於生活週遭的環境與人物的描述具有洞燭

先機的觀察力，因而產生情緒感覺，進而引發無意識過程信念之靈感，換

言之，創造個體能因生活體驗，而產生某些情緒，於此情緒狀態中，個體

能將該情緒轉化為創造風格之無意識過程信念，進而產出創造性產品。因

此，研究者進而推估情緒創造力能影響個體於創作時之創造風格。在本研

究發現，情緒創造力足以成為指標，影響個體的創造風格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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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希望感與情緒創造力及創造風格之關係 

 

    本研究發現，希望感程度對情緒創造力有顯著效果（Wilks’ Λ=.637，

p=.000）。希望感高分組在新穎性來源、情緒準備度、有效性及新穎性反應

方面，皆比中分組和低分組具備更好的情緒創造力表現；若從驗證模式

看，希望感對情緒創造力的結構係數為.70，路徑的直接效果達.001 的顯著

水準。整體而言，單因子多變異數分析與結構方程式指出希望感與情緒創

造力存在強烈正向關聯，亦即希望感程度愈高者，其情緒創造力表現愈好。 

    目前國內外討論希望感與情緒創造力之實徵文獻尚無，雖Averill

（1999b）指出情緒調節並非情緒創造力之必要條件，然若以創造歷程遭

遇逆境的觀點論之，本研究仍嘗試從希望感與情緒及情緒調節之研究推

測。Johnson-Laird 在1987年的研究中，發現情緒與目標導向行為有關，因

為求成與避敗的心態，而產生驅避行為。正向情緒導致計畫的持續進行，

負向情緒則導致目標的修正和新計畫的發展，而且如果察覺未來達成目標

的可能性愈大，就愈努力（引自Bagozzi等, 1998）。Korner（1970）認為

希望信念可視為是一種認知的情緒調節策略，它能幫助個體改變認知的方

式以調節或控制情緒，使個體產生正向情緒，若個體擁有希望信念，便能

對未來有正向的預期，進而產生喜悅的感受以減輕生活壓力與負擔等負面

情緒，故希望信念能幫助個體繞過一個不愉快的「現狀」。情緒調節是當

個體感受到外在刺激而引起內在激發狀態時，個體會依據當時情境與過往

經驗進行認知的訊息處理，選擇一最符合當下情境的策略來加以反應，以

使自己情緒狀況達到平衡或能達到目標的歷程，個體在進行情緒調節時，

會使用認知與行為策略來幫助個體控制情緒感受、改變認知想法、修飾情

緒表達等（江文慈，1998）。 

    此外，Averill（1999a）指出情緒創造力個體會思考及嘗試理解其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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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應、在歷經強烈情緒經驗後，個體會客觀地回想並檢視其反應及個體的

情緒有助於達成其人生目標。由此觀之，情緒調整和情緒創造力之意義具

相似性，個體之情緒認知評價有助於其目標的達成，在達成目標的過程

中，個體亦可應用希望感之途徑思考及動力思考。因此，研究者進而推估

希望感能影響個體之情緒創造力。在本研究發現，希望感足以成為指標，

影響個體的情緒創造力表現，其中在新穎性反應、情緒準備度、有效性、

及新穎性反應皆有顯著性的影響，可見希望感與情緒創造力之間存在著影

響的關係。 

    在創造風格方面，希望感程度對創造核心特質有顯著效果（Wilks’ 

Λ=.786，p=.000），對創意輔助習性無顯著效果（Wilks’ Λ=.978，p=.069），

然進一步探討後發現，在創意輔助習性中的感官使用具顯著差異。在創造

核心特質中，希望感高分組在非最終產品定位、技術使用、無意識過程信

念、借助他人方面，皆比低分組具備更好的創造核心特質表現；在創意輔

助習性中，希望感高分組在感官使用方面，比低分組具備更好的創意輔助

習性表現。若從驗證模式看，除了直接效果外，希望感透過情緒創造力的

中介，亦會對創造核心特質和創意輔助習性分別產生.54和.23的正向間接

效果。整體而言，單因子多變異數分析與結構方程式指出希望感對創造風

格具有正向效果。 

就希望感對於創造風格的影響而言，可從創造來源和創造歷程來看。

在創造來源方面目前已有研究將希望感與藝術創作結合，藝術基礎企劃

（art-based components of the project）指出希望感並不侷限於單一的意義，

因此，個體可以自行定義希望感的意義，並使用藝術拼貼、繪畫、素描及

攝影等方式呈現，他們可拍下任何可符合希望感定義或是使其變得具有希

望感的照片。因此，個體能找尋多元生活脈絡的希望感靈感，並從許多地

方發現及經驗希望感，因而寫下個別解釋以詮釋作品。     

就創造歷程來看，創造歷程是艱辛且漫長的，然而，希望感可能使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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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者持續堅持創作。在藝術與人文領域中，陳昭儀（2007）指出其訪談的

藝術家表示：「我的人生有沒有高峰期對我而言不是很重要，我覺得這也

只是經過一個『堅持』得以如此，是不是高峰期，我不太清楚，我覺得我

永遠在衝刺，這是永遠不會改變的目標。」吳蓉燕（2002）之文學創造力

的條件與創作歷程的研究中指出優秀文藝創作者的創作歷程以發現問

題、醞釀及搜尋、下筆鋪陳、回顧和修改、發表作品等循環動態歷程完成

寫作，並以面對新問題，解決新問題、新概念可以取代舊概念及遇到問題

可以中斷等途徑思考達成目標。在科學領域中，科學的創造是極需勇氣

的，即能掙扎於逆境之中的勇敢及堅忍力，這並非來自於一些短暫的洞察

立即能獲得，而是來自於長時間及費盡心思的思考過程，要不斷地修正及

系統性的重述（陳昭儀，2000）。在本研究發現，希望感透過情緒創造力

能影響個體的創造風格表現，其中在創造核心特質中的非最終產品定位、

技術使用、無意識過程信念、借助他人和創意輔助習性中的感官使用皆有

顯著性的影響，可見希望感、情緒創造力與創造風格之間存在著影響的關

係。 

由上述可知，過去研究多針對希望感與情緒之影響進行探討，並無專

指希望感、情緒創造力及創造風格探討者。在本研究中顯示，希望感程度，

對其本身的情緒創造力及創造風格有顯著的正向效果，可見希望感對大學

生的情緒創造力及創造風格表現有著不容忽視的影響力。 

 

肆、 建設性思考與情緒創造力及創造風格之關係 

 

    本研究發現，建設性思考程度對情緒創造力有顯著效果（Wilks’ 

Λ=.886，p=.000）。建設性思考高分組和中分組在有效性反應方面，比低

分組具備更好的有效性表現，建設性思考低分組在新穎性反應方面，比中

分組和高分組具備更好的新穎性反應表現；若從驗證模式看，建設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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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情緒創造力及創意輔助習性的結構係數分別為-.20 及-.30，路徑的直接效

果達分別達.01 及.001 的顯著水準。整體而言，單因子多變異數分析指出

建設性思考與有效性存在正向關聯，與新穎性反應存在負向關連，結構方

程式則指出建設性思考與情緒創造力存在負向關聯，亦即建設性思考程度

愈高者，其有效性表現愈好，然新穎性反應則較差。 

目前國內外討論建設性思考與情緒創造力之實徵文獻仍缺乏，值得注

意的是，本研究結果獲得建設性思考與情緒創造力存在負向關係。探尋本

研究參與者之創造得獎領域，以文及其他與藝術領域占大多數，共占

58.4%，理工得獎領域僅占 9.2%，Luding（1998）使用碎形幾何，特別是

自我相似（self-similarity）的概念，來解釋藝術家和科學家之間創造力的

差異，此種支配模式認為專家越是特別去依賴數學的、自然的、形式化與

創造力表達的客觀形式，他們所罹患心理疾病的比率較低；一個專家越是

對情感、個人的揭露和創造力表達的主觀形式依賴，罹患心理疾病的比率

就較高。故研究者以傾向破壞性思考與個體進行藝術創造力之情緒歷程角

度推估，發現本研究結果與許多情感性疾患於創造歷程中所展現的輕躁

症、焦慮、憂鬱等破壞性思考之研究結果相符合。 

Fine（1990）指出許多學者將精神分析理論與藝術聯結在一起。曾經

被送到精神病院的名人便包含梵谷（Van Gogh）、尼采（Nietzsche）等人

（邱皓政等譯，2008）。根據 Saldivar（1992）對詩人 Sylvia Plath 的敘述，

她有著一種「對於她的想像力就像是溶劑一樣具有毀滅性甚於轉換力的恐

懼。Ludwig（1995）比較了各種創造領域，發現詩人的憂鬱情緒比例最高

（77%），其他依序是小說家（59%）、藝術家（50%）、非小說作家（47%）

和作曲家（46%）；自殺在詩人身上最為普遍（20%），音樂表演者次之

（9%）；狂躁症容易出現在戲劇家（17%）、建築師和詩人（各 13%）及科

幻小說家（11%）。Anderson（1997）的研究指出作家的自殺比率較高，也

具有躁鬱的傾向，他發現這樣的傾向特別是在躁鬱症的第二型和第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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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兩型的特徵是輕微異常的憂鬱和起伏不定的情緒。Marz 與 Runco（1994）

以多變量分析方法檢驗憂鬱和一些不同問題解決能力之關係，發現最強的

預測變項為缺乏變通性。 

然破壞性思考可能與缺乏變通性與無法有效達成情緒因應及行為因應

有關。Novick（1998）從生理觀點指出情緒可以增進或阻礙思考，例如：

在高度緊張的狀態下，基於生物的本能，為了求得有助於生存的立即反

應，大腦會進入較為低階而反應快速的生存模式（survival model），高層

次思考可能受到阻礙。但若躁鬱個體有情緒起伏和狂熱的經驗，就會有強

大的能量，表現出興高采烈，此時通常具有生產力（邱皓政等譯，2008）。

Emil Kraepelin（1976）指出伴隨著狂躁的意志興奮可能在某一情境下釋放

力量，否則會被各種形式的抑制所限制，藝術創造力即可能是對無時無刻

所存在的幻象和波瀾所臣服，特別是藉由語言的表達促進充滿詩意的活

動，而能經驗到某些觸動，故導致長久以來備受關注的「瘋狂天才爭論」。

因此，研究者推估低建設性思考個體可能因處於熱創造歷程，而產生更高

程度的情緒創造力。 

在創造風格中，建設性思考程度對創意輔助習性有顯著效果（Wilks’ 

Λ=.950，p=.000），對創造核心特質無顯著效果（Wilks’ Λ=.983，p=.356）。 

在創意輔助習性中，建設性思考低分組在環境控制與行為自我調節及迷信

行為方面，皆比高分組具備更好的創意輔助習性表現。若從驗證模式看，

除了直接效果外，建設性思考透過情緒創造力的中介，亦會對創造核心特

質及創意輔助習性分別產生-.16 和-.07 的負向間接效果。整體而言，單因

子多變異數分析與結構方程式皆指出建設性思考與創意輔助習性存在負

向關連，亦即建設性思考程度愈低者，其創意輔助習性之表現則愈好。 

    目前國內外討論建設性思考與創造風格之實徵文獻仍缺乏，且本研究

結果獲得建設性思考與在創意輔助習性中的環境控制與行為自我調節及

迷信行為存在負向關係。Epstein 等（1989）指出建設性思考為經驗所累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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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成的智慧，運用理性信念，以最小的成本因應壓力及實際問題。Seyle

（1988）指出壓力被定義為適應失敗或是因應失敗。然而，若個體沒有辦

法有效地以某種方式來處理問題，即可能產生健康問題，且因應失敗則會

導致特殊的問題產生，那便是壓力，壓力可能和創造潛能及創造表現有關

（邱皓政等譯，2008）。Scott（1985）認為創造力和壓力有關，而創造者

比其他人承受更多的壓力。Runco（1999）認為能夠調節客觀事件和壓力

的解釋之認知歷程，可能和造就創造性頓悟的建設性認知歷程有關。Nicol

與 Long（1996）之研究中以音樂治療師為研究樣本，發現創造力較高者，

經歷較多的壓力，他們認為創造思考是一種因應的能力。 

    此外，焦慮亦可影響創意思考和創意表現，Rothenberg（1990）指出

得獎作家 John Cheever 因自己的創造性頓悟而經驗到極大的焦慮，創造力

成了他的問題，而非問題引發了創造力，Rothenberg 解釋此狀況為創造者

以根本的形式著手進行自我探索與了解的活動，而浮現的歷程伴隨著大量

的焦慮。這些轉換邏輯形式的思考除了會導致心理上的緊張，也會因為這

些思考形式在創造歷程中所流洩出的潛意識而產生焦慮。Carlsson（2002）

發現高創意者比低創意者有更高程度的焦慮。由此觀之，創造有時候要付

出精神成本（psychic costs），這意味著一個人可以表現得很有創意但是必

須要付出代價，包含情緒上的代價。因此，有些創造個體會尋求酒精、咖

啡、藥物等環境控制與自我行為調節及迷信行為等創造風格加以因應，由

以藝術人文領域為最。Ludwig（1995）發現藥物濫用最普遍的是音樂家

（36%），戲劇家（24%）、科幻小說家（19%）和詩人（17%）則次之。

Goodwin（1989）發現作家容易酗酒。Norlander 與 Gustafson（1998）發現

在創造力豁朗期，酒精的多寡和醞釀的提升有關，同時也具有較高的原創

性。 

由上述可知，過去研究多針對創造個體正向情緒與創造力之影響進行

探討，並無專指建設性思考、情緒創造力及創造風格探討者。許多研究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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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正向情緒、正向思考有助於創造表現，但本研究結果顯示，低建設性思

考程度，對其本身的情緒創造力及創造風格有相當的效果，可見低建設性

思考對大學生的情緒創造力及創造風格表現有著不容忽視的影響力。 

 

伍、 創造風格之因子模式 

 

描述統計與單因子多變量變異數分析可以初步看出變項間的差異

性，但是個體的創造風格並非受到單一因子所影響，而是由多項因子交互

作用的結果，透過結構方程模式分析，可將變項間的關係進一步加以整

合，有助於探討變項間的直接效果及如何透過中界變項進而造成的間接影

響。在本研究中，考驗創造風格因子模式的內在品質（自由估計的參數、

信度估計）、外在品質（整體適配指標、比較適配指標及精簡適配指標）

和效果量。結果發現，情緒創造力對創造核心特質及創意輔助習性的直接

效果分別為.78 及.33。希望感對情緒創造力的直接效果達.70；建設性思考

對情緒創造力的直接效果為-.20。再者，希望感透過情緒創造力對創造核

心特質及創意輔助習性的間接效果值分別為.54 及.23，建設性思考透過情

緒創造力對創造核心特質及創意輔助習性的間接效果值分別為-.16 及

-.07；不過，大學生的希望感與創造核心特質及創意輔助習性、建設性思

考與創造核心特質並沒有顯著相關，且無法對其產生顯著的直接效果。 

此外，在前述多變量變異數分析中，呼應前述初步資料分析中，希望

感與情緒創造力具正向效果，建設性思考與情緒創造力具負向效果，建設

性思考與創意輔助習性具正向效果，情緒創造力對創造核心特質及創意輔

助習性具正向效果等結果與結構方程模式分析所獲得之結果相同。再者，

在多變量變異數分析中，希望感程度愈高者，其本身創造核心特質及創意

輔助習性中的感官使用亦表現愈好，然結構方程模式分析則發現希望感與

創造核心特質及創意輔助習性無顯著效果，此結果可能是因為模式中，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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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考慮多個預測變項所獲得之結果，且希望感會透過同時扮演外衍變項與

內衍變項的情緒創造力，對創造核心特質及創意輔助習性產生間接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由於 58.4%的研究參與者以藝術與人文類領域獲獎，

因而在建設性思考與情緒創造力及創意輔助習性存在負向關係。此研究結

果符合研究者於研究之初的懷疑及推測「破壞性思考可能為預測變項，而

對模式中之其他變項產生影響」。然常用創意輔助習性的藝術領域，和創

造的初級歷程有關。Helson（1996）指出初級歷程是帶有一種流動性、非

組織化特徵的一連串能串接或取代日常生活脈絡的想像生活經驗，而且承

納著高度的情感內涵，尤其是性與攻擊，因此，初級歷程反應了衝動、原

欲和未經檢查的思維和感受。換句話說，破壞性思考中的絕對、迷信、神

秘、天真樂觀等思考更能影響創造個體於創造歷程中的情緒創造力及創意

輔助習性。就整體模式中看來，無論是單向的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或是互動

的因子模式，皆能顯示希望感、建設性思考、情緒創造力的確顯著影響了

大學生的創造核心特質及創意輔助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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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結論 

     

正向心理學（positive psychology）為最近心理學熱門的研究主題，正

向力量為一特別之特質，它主要在探索人們如何過最有價值的生活

（Seligman, et al., 2000）。正向心理學試圖理解個體之正向情緒、正向力

量、美德及正向制度，並試圖科學化地解釋正向力量的發展及正向力量如

何增進人們的生活（Bacon, 2005）。本研究提出影響大學生創造風格可能

的變項包含三個正向心理學研究所關切的變項：希望感、建設性思考、情

緒創造力及創造力領域的新興議題：創造風格，試圖結合正向心理學領域

與創造力領域。    

    本研究旨在探討大學生的希望感、建設性思考、情緒創造力和創造風

格之間的關係。過去少有研究同時討論希望感、建設性思考、情緒創造力

和創造風格的互動關係，也沒有針對大學生進行性別、創造力獎項得獎經

驗及所屬學院於情緒創造力與創造風格中的比較，且本研究兼顧因子互動

模式探討不同領域研究參與者的量化分析，依據研究結果與相關討論，歸

納出以下結論： 

一、 大學生在希望感、建設性思考、情緒創造力的表現程度佳，且偏向 

運用創造核心特質； 

二、 不同性別的大學生在情緒創造力及創造風格上均有差異，就整體和 

各指標而言，男生的創造核心特質優於女生，女生的情緒創造力優    

於男生；  

三、 創造力獎項得獎經驗對大學生的情緒創造力沒有效果，但對創造風 

     格中的非最終產品定位、技術使用及無意識過程信念有效果，非最 

終產品定位及技術使用為無得獎者大於有得獎者，無意識過程信念 

則為有得獎者大於無得獎者； 



 213

四、 所屬學院對情緒創造力中的新穎性來源及情緒準備度有效果，且能 

     對創造風格中的無意識過程信念、環境控制與行為自我調節有效果； 

五、 大學生的情緒創造力對創造風格有效果； 

六、 希望感對大學生的情緒創造力有效果，且對創造風格中的非最終產 

品定位、技術使用、無意識過程信念及借助他人有效果； 

七、 建設性思考對大學生情緒創造力中的有效性及新穎性反應有效果 

；且對創造風格中的迷信行為及環境控制與行為自我調節有效果； 

八、 就大學生創造風格之路徑模式而言，希望感與建設性思考產生交互 

作用後，會分別對情緒創造力有直接效果並透過情緒創造力對創造 

核心特質及創意輔助習性有間接效果，且情緒創造力對創造核心特 

質與創意輔助習性有直接效果。 

 

綜合而論，本研究主張的假設多數獲得支持，雖然受限於抽樣和施測

的限制，但抽樣的樣本數充足，故此研究結果仍具有可信度。換言之，本

研究所探討的問題和結果，可提供正向心理學領域及創造力領域作參考。

此外，更對研究領域有著重要的啟發：創造力領域已不侷限於四 P 及系統

理論，目前已發展出分析創造個體從事創造性工作時的創造風格，而正向

心理學領域則能增進大眾理解影響創造歷程的可能因素，透過兩個領域議

題之結合，能開啟更多具價值性的研究議題。具體而言，本研究探討的相

關變項，在國內、外少有研究探討其互動關係，甚至建構出創造風格發展

的因子模式，此為本研究頗具價值與創新之處。此外，本研究所修定的情

緒創造力、創造風格量表及自編的希望感量表，經由量表發展階段及變項

關係考驗階段，並透過內部一致性分析、探索性和驗證性因素分析，顯示

皆具有良好的信效度，可供日後相關研究的參考使用，此為本研究的另一

貢獻。 

正向心理學跨越臨床、認知、社會及其他相關的心理領域，跨領域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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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了議題的多元性，使研究者能以創新方式看待較舊的研究題材，而創造

力領域則不斷地被創造著許多新穎性的議題。此外，創造力量除了可能產

出具價值性的創造性產品、回饋社會之外，亦能使個體更理解自己、發現

自己，甚或透過創造詮釋，達到佛洛伊德所謂的情緒宣洩，撫平創傷經驗，

這便是正向力量能使個體達到身心健康，進而豐富人生之意義所在。研究

者亦期待透過本研究的結果，能提供正在為正向心理學領域及創造力領域

深耕的研究者些許貢獻，進而持續探勘具價值性的研究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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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建議 
 

為了瞭解大學生的創造風格概況，綜合前述之研究結果與討論，提出

相關建議，以提供相關單位與人員在教育及學術研究上之參酌，並指陳未

來研究可以參考及改進的方向。 

 

壹、 對教育的建議 

 

ㄧ、 培養個體希望感 

     

    希望感可使個體看見未來，並擁有力量持續往目標邁進。本研究發

現，希望感對於情緒創造力有正向效果，其直接效果量達.70，且希望感對

於創造核心特質及創意輔助習性分別產生.23 和.54 的正向間接效果，可見

具希望感的大學生，其情緒創造力也較高，且其創造核心特質和創意輔助

習性也能透過情緒創造力間接增高。因此，大學生可透過體驗生活，善用

希望感增進情緒創造力並找尋創造來源希望感；個體在創造過程中可能遭

遇困難，因此，大學生可透過路徑思考及動力思考的動態互動，增進問題

解決的信念與策略，以達成預定目標。 

 

二、 妥善運用建設性思考及破壞性思考 

 

    在創造的歷程中，個體可能因領域的不同而使用建設性思考或破壞性

思考，並將之運用於創意任務中。本研究結果發現建設性思考對於情緒創

造力的直接效果為-.20，且在多變量分析中發現建設性思考對於情緒創造

力中的有效性具正向效果，然對於情緒創造力中的情緒新穎性具負向效果



 216

之矛盾關係。此外，建設性思考對於創意輔助習性的直接效果為-.30，且

建設性思考對於創造核心特質及創意輔助習性分別產生-.16 和-.07 的負向

間接效果，可見具建設性思考的大學生，其有效性也較高，其情緒新穎性

則較低，整體觀之，建設性思考越高的大學生，情緒創造力及創意輔助習

性則較低，且其創造核心特質及創意輔助習性也會透過情緒創造力間接降

低。進行創意任務是多元思考與問題解決的歷程，需要不斷地觀察思考，

方能使創造延展，而建設性思考或破壞性思考可因創意任務領域的差異，

進而影響大學生於創造過程的思考屬性。因此，大學生可以透過生活事件

或逆境之體悟，尋獲創造來源建設性思考或破壞性思考，在創造過程中，

亦可運用建設性思考或破壞性思考，輔助個體於執行創造任務時，增進思

考的多元性。在本研究中發現偏向藝術與人文領域的大學生，傾向使用破

壞性思考，然此結果仍可留待後續研究繼續研究討論。 

 

三、 促進個體情緒創造力 

 

    情緒創造力可使個體覺察、經驗情緒並以具新穎性的方式表達情緒，

故目前情緒創造力的研究多與需要情緒表達的創意任務有關。本研究發現

情緒創造力對於創造核心特質及創意輔助習性的直接效果分別為 .78

及.33，可見具情緒創造力的大學生，其創造核心特質及創意輔助習性也較

高。情緒創造力可使個體擁有創造情緒的能力，換言之，情緒亦為透過創

造歷程所產出的創造性產品。因此，大學生可以透過生活事件或逆境觀

察，發揮創造來源情緒創造力，在創造過程中，亦可針對創造歷程所產生

的問題或創造逆境，運用創造歷程情緒創造力產生靈感，並回饋創意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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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多元發揮創造風格 

 

    創造風格為個體於執行創意任務時所採用的問題解決策略及類型。本

研究發現希望感、建設性思考及情緒創造力能直接或間接對創造風格有效

果，可見希望感、建設性思考及情緒創造力等變項互動後，足以影響個體

於執行創意任務時所採用的創造風格。希望感、建設性思考或破壞性思

考、情緒創造力能賦予個體創造動力，並激發個體於生活中執行創意任

務。觀看目前創造領域中之創造個體，並不難發現其影響力，許多創意工

作者在創造歷程中除了常需要應用情緒創造於創意任務上，例如：作曲、

演戲等，並可能運用希望感、建設性思考或破壞性思考等正、負向思考方

式，進而能影響個體的創造風格。因此，大學生可以透過實際執行創意任

務、參與生活創意工作坊等途徑，培養個體創造風格的多元性。 

 

貳、 對未來研究的建議 

 

一、 拓展研究對象的範圍 

 

本研究採非隨機立意取樣的方式，僅以台北縣市、桃園縣之大學生為

研究對象，但限於時間及人力，只能以立意取樣選擇北部縣市的公立大學

生作為研究參與者。未來可納入台北縣市、桃園縣以外其他地區的大學

生，以探討城鄉間不同領域大學生的差別；亦可針對其他公私立學校、不

同科系間平均分配，以此標準來選擇參與者，則更可普遍了解大學生的創

造風格發展因子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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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延伸研究方法的廣度 

 

本研究中所論及的情緒創造力及創造風格，分別採用 Kumar 等（1997）

與 Averill（1999）之量表進而修訂之。Averill（2002）指出情緒創造力具

有其優點，但亦有其潛在的缺點。例如：根據畢卡索（Picasso）觀察得知，

許多創造性的行動在初始創造歷程時即是毀滅，這可能會造成人際關係的

疏離及丟棄原有的文化價值。丟棄文化價值為最具威脅性的毀壞行為，所

謂唇亡齒寒，這不但會威脅社會組織，同時也會造成自我摧毀。因此，Ivcevic

等（2007）建議未來研究方向：（一）使用開放性問題解決描述檢驗情緒

創造力；（二）調查情緒能力於創造力中所扮演的角色，發展不同創造力

指標；（三）發展測量創造力的活動，例如：短篇故事撰寫、表演藝術，

這些指標應能夠測量任務的內容及風格，因為當產品能夠真實表達情緒內

容時，情緒能力在創造領域中扮演著重要性的角色。 

綜觀諸多文獻後，研究者認為亦可於下列三個方向持續努力：（一）

發展測量不同領域中的情緒創造力量表及創造風格量表，目前對於科學領

域的情緒創造力的探究較少，故可在未來發展；（二）發展評估情緒創造

力可能導致傷害或利益之指標；（三）針對本研究中所獲建設性思考與情

緒創造力中的有效性呈正向關係，與新穎性來源具負向關係之矛盾結果，

在未來可繼續延伸探究情緒創造力中各因素間對其他相關變項之效果；

（四）加入訪談或觀察的方式，從質性資料中找出除了希望感、建設性思

考及情緒創造力外，能夠影響大學生創造風格之因素。此發展建議在未來

具備一定的困難度，若選擇過於寬厚，可能造成混亂；若選擇過於嚴厲，

則造成停滯不前，故須於寬厚與嚴厲之間維持平衡。這項任務極具挑戰

性，此目標願景仍留待後續學者引領著正向心理學領域航向未知的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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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提升研究工具的信效度 

 

本研究所使用的量表包含自編及修訂量表，在自編量表中，希望感量

表具有良好的信、效度，在修訂量表中，情緒創造力量表在信、效度上較

原量表的信度低，創造風格量表除了於因素結構上做些修正，在非最終產

品定位、無意識過程信念、環境控制與行為自我調節及感官使用等分量表

較原量表信度高，在技術使用、借助他人及迷信行為等分量表則較原量表

信度低，因此，是否繼續改良這兩份量表，是未來研究可以再詳細思量的。

再者，一份良好的工具，宜具有良好的效標關聯效度及外在效度，因此建

議持續累積不同群體的資料，考驗量表的信、效度，並提高其適切性。此

外，亦建議後續研究應用於不同的群體，再度驗證自編量表在不同群體的

穩定性和適用性。 

此外，由於建設性思考量表採用陳武雄等（1995）所編製的建設性思

考量表，但該量表與創造領域相關測量工具在內涵及複雜度上可能不盡相

同，故極有可能在題項敘述上無法完整與創造風格各層面產生相關。由於

在本研究中，建設性思考與情緒創造力及創造風格呈現負向關係，因此，

建議日後研究可以針對建設性思考的概念自編「創造來源建設性（破壞性）

思考量表」與「創造歷程建設性（破壞性）思考量表」，以便確切測得建

設性思考或破壞性思考與創造風格間之適切性與相關性。 

 

四、 促進模式架構的完整 

 

本研究雖然以大學生的希望感、建設性思考、情緒創造力作為研究變

項，並以結構方程式建構大學生創造風格的因子模式，但影響創造風格因

素眾多，例如：熱情。法國哲學家笛卡兒（Rene Descartes）將熱情視為是

一種正向的情緒，並認為在理性的基礎下，個體的行為是正向的，且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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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體更主動的投入活動之中（Marsolais, 2003）。Schulman（2002）則指出

熱情能使個體活得更有意義，因為熱情能使個體傾向去從事某一個他所喜

愛、覺得重要且願意投注時間在其中的活動。創作為一艱辛之歷程，可能

會經過重重的困難、堅持理想、持續努力等過程，而熱情可能會使個體堅

持信念，進而影響其創造風格。未來研究可將其他某些重要影響創造風格

的因素納入模式考驗。再者，本研究初步探討人口變項與大學生情緒創造

力及創造風格的關係，在未來研究中可繼續以此考驗其他學院或其他地區

的大學生，以建立更完整的創造風格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