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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本章將敘述本研究之研究動機、研究目的、待答問題、名詞釋意與研究

限制。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    

 

    隨著全球化的來臨，競爭越來越激烈。身為其中一員的我們，若只是固

守成規而不求進步，很容易就會被拋在時間的浪潮之後。要能在這競爭中脫

穎而出，創造力可以說是其中的關鍵因素之一。創造力不僅可以解決自身遭

遇到的問題，甚至能更對社會有所貢獻。也因此，培養孩童的創造力是勢在

必行的。在目前九年一貫課程中，明文說明要以培養孩童「欣賞、表現與創

新」、「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規劃、組織與實踐」以及「主動探索與研究」

（教育部，1998）等能力，以此為目標來進行教育。由此可知，培養個體創

造、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是刻不容緩的。 

    創造力這個詞彙由來已久，但真正開始受到研究者重視，是 1950 年

Guilford 在英國心理學會上的演講，希望學者能重視創造力這塊領域，並且

提出他的研究成果。之後研究者才紛紛投入有關創造力層面的研究。研究創

造力的定義，可以將之歸類為四個分類，稱作4P。4P分別為「「「「歷程歷程歷程歷程」（」（」（」（processprocessprocessprocess））））：

創造力是自意念萌生之前，乃至概念形成之後的整個階段；「「「「個人特質個人特質個人特質個人特質」」」」

（（（（personalitypersonalitypersonalitypersonality））））：具創造力者擁有某些與眾不同的人格特質；「「「「產品產品產品產品」」」」

（（（（productproductproductproduct））））：創造力是產生獨創的、新奇的和有價值產品的能力；「「「「壓力壓力壓力壓力////環環環環

境境境境」（」（」（」（press / placepress / placepress / placepress / place））））：「創造力」的發展是壓力和環境下的產物。也因此，

創造的產生是許多不同因素交織而成的結果：必須具備某種個人特質，在某

些情境與環境中，才能產生出創造性的產品的一個歷程。 



9 

 

    那麼要具備何種個人特質呢？最初 Guilford 提出創造力與個人智能結

構中的擴散性思考有關（Guilford, 1956）。此種對創造力的解釋乃是認為創

造力為一種認知能力。所有認知活動基本上就是解決問題活動，是思考運作

解決問題的過程。而後學者則認為單從認知層面來研究創造力似乎有失偏頗。

因此 Williams（1980）在創造力的認知層面以外，另外提出了情意層面，也

就是創造力者的特質、傾向與信念，他將情意層面分為四個部分：好奇心、

冒險性、挑戰性與想像力。具好奇心者會對事物有所懷疑，遇到疑問會不斷

去探索思考；冒險性則是有冒險與被批評的勇氣，能堅持己見百折不撓；而

想像力則是思考不受框架束縛，構想出各種意念：最後挑戰性則是個體面對

複雜問題，能有邏輯地加以分析解決。除了 Williams 之外，Rookey 在 1977

年時也認為創造行為表現的情感領域為創造人格傾向，也包括冒險性、挑戰

性、好奇心與想像力等（引自毛連塭，2000）。因此，這些創造的人格特質，

也可稱為創造傾向。 

    創造力者所具備的特質態度與價值觀，對個體毫無疑問是十分重要的，

即便在認知上有再強的解決問題與創造能力，若不具有好奇心或樂於挑戰冒

險的態度，個體就不會願意嘗試使用其創造力。因此創造力的情意層面乃是

促使個體願意使用創造力，並且持續不斷的關鍵原因。Gary 與 Kay（1978）

也認為認知能力會受到先天智力不同的影響，但創造力價值觀與態度等情意

層面，卻是可以在後天加以訓練的。 

    由於創造力的情意層面是可以在後天所訓練的。因此大學生，在人生歷

程當中，居於青少年與成人前期的交錯點，正好也是預備將過去所培養的創

造力情意態度，加以發揮利用之時。許多研究（李慧賢，1995；吳靜吉，2003）

皆指出，大學生的創造能力與國小、國中、高中生是大不相同的。而創造能

力的程度必定會影響到個體從事創造行為的情意態度。為什麼大學生和前幾

個成長階段相比如此獨特呢？極可能是因為大學生介於青少年與成人前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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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錯點，性格態度已經趨於穩定成熟，而不像青少年前期，屬於風暴與狂飆

的階段（Hall,1916），使其性格態度不穩定。並且，大學生比較不像高中以

下的學生，高中以下的學生較不自由，學習方式受侷限，因此在學習上發展

創造的東西相對較少（黃武雄，1994），大學生則能夠決定自己是否要從事創

造行為，並按照自己的興趣與動機加以創造（王佳玲，2003）。即使是在創造

環境方面，大學生也是與之前大不相同的，從幼兒的玩具遊戲（陽琪，2003）

到國小國高中以家庭與學校等小系統為主的環境（葉玉珠，2000），但大學生

卻除了家庭與學校之外，更多了住宿、社團與打工經驗。總括來說，大學生

無論在性格態度與所處環境皆與先前有極大的殊異，而在這面臨人生轉戾點

的階段，大學生在創造力情意面向會有何差異，正是研究者希望了解的。 

    綜觀目前的創造力量表，用於情意面向的包括賓州創造傾向量表（陳英

豪、吳裕益，1984），主要是用來測量國小與國中生等兒童與青少年的創造傾

向。以及丁興祥等（1991）制定的羅賽浦創造傾向量表，此量表是以多元綜

合的目的加以修訂，而其中與情意相關的包括興趣、人際關係、工作態度、

價值取向分量表。與威廉斯創造力測驗林幸台與王木榮（1987）中的創造性

傾向量表，將創造力情意分為好奇心、想像力、挑戰性與冒險性，而主要對

象則為國小到高中的學生。還有使用形容詞來檢核大學生的創造人格創造性

人格量表（吳靜吉）。另外類似的還有創造經驗量表（吳靜吉等，1996）、

針對公司員工的創新行為量表 （吳靜吉等，1998）、創意教養量表（吳靜吉

等）等。但卻沒有適合大學生使用的創造力情意量表，因此，研究者希望修

訂一份適合大學生使用的創造力情意量表，來了解大學生在創造力情意面向

的現狀。 

    創造力的情意層面是如此重要，那麼是何種原因影響了個體在創造力情

意層面的展現呢？經學者多年來的研究，將影響創造力發展的表現因素分為

內在與外在因素兩大類。內在因素包括：心智能力、思考風格、知識、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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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動機等項。外在因素則有：父母特性與期望、家庭氣氛、教學風格、教室

氣氛、同儕關係、文化與社教活動（楊坤原，2001）。在外在因素之中，家庭、

學校、同儕與社會是影響個體創造力情意因素的主要情境。其中，家庭對一

個人的養成更是影響甚鉅的。家庭不但是人出生所到的第一個地方，父母更

是第一個給予個體管教、撫慰、滿足、模範的角色。家庭具有許多功能，包

含教育的功能。徐淑美（1994）認為家庭中由父母提供教育功能，使個體人

格獲得發展，並學得基本生活知識與技能，透過社會化，能與他人互動和溝

通。而在人漫長的一生中，與原生家庭相處的時間是最早並且是長時間的，

因此個體的行為與態度多受到家庭的影響。 

    談論到原生家庭對個體創造力的影響，在眾多因素之中，家庭氛圍佔了

重要的一部份。Rogers（1954）根據其人本理論推測，有助於創造力發展的

兩個最重要條件是安全感與自由。Mille 與 Gerard（1979）則發現有創意孩

子的父母本身很有安全感與能力感，他們和孩子的關係不會有過度的情感連

結，也不會有敵意與疏離感，會給予孩子尊重、獨立與自由。並且，在給予

孩子自由會讓孩子具有創造力這部分，同樣地在 Michel 與 Dudek（1991）的

研究中亦有發現。國內的研究中亦發現類似的結果，詹志禹（2005）發現若

家庭擁有輕鬆較自由、開放的支持氛圍，那麼孩子將比較喜歡創作並追求改

變。因此能了解家庭環境對個體創造力方面培養的重要性。且就本研究的對

象大學生而言，與家庭相處的時光，亦是佔其目前人生的絕大部分。 

    家庭不只塑造個體的依附風格，同樣也會影響個體對於性別角色的期待，

而性別角色的期待不同，促使個體使用創造力的態度也大不相同。因此，研

究者希望探討依附風格，以及性別對於創造力情意的影響。 

    就依附風格來說，若將家庭對個體的影響，濃縮在個體剛出生時加以探

討。那麼原生家庭對於孩童影響，Bowlby 在其提出的依附理論中即有詳細論

述，Bowlby（1969）定義依附為嬰兒與照顧者之間形成的情感連結。當孩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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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地接近重要他人（通常是母親）時，這種依附關係隨之會慢慢建立起來，

嬰兒會以哭、笑等訊號行為來吸引母親的注意，以及吸吮、抓緊母親的行為

來與母親產生聯繫，經由不斷互動，嬰兒與母親久而久之就會發展出依附情

感。而此與母親互動的依附情感長期累積下來就會形成嬰兒獨特思考模式，

Bowlby 將之稱為內在運作模式。 

無論如何，每位母親撫養方式皆不相同，因此嬰兒與母親發展出的依附

也不會相同。Ainsworth（1979）即以 Bowlby 的理論為基礎，設計「陌生情

境實驗（strange situation test）」來觀察孩童在母親離返時與陌生人進入

時的反應。而後根據研究結果將依附類型分為三種：（1）安全型：此型嬰兒

可以安全自在地探索外在環境，陌生人在時也比較不會害怕；（2）矛盾型：

母親在時無法安心地探索外界環境，有陌生人出現時會保持著警戒，隨時注

意陌生人的一舉一動，在母親返回後又表現出希望親近卻又難以親近的態度；

（3）逃避型：不希望與母親有所接觸，對一切都保持著「干卿何事」的距離。

此三種依附類型長久下來，將會形成不同的內在運作模式，若母親能給予孩

童滿足，與其建立起安全依附，那麼孩童就能安心地向外探索未知的世界，

反之，若母親並未給予孩童安全感，則孩童內部無法建立安全感，自然地也

無法向外探索，而寧願固守自己的本分。 

    小時候所形成的不同依附風格，可想而知，這種內在運作模式對將來成

長必然會產生影響。Wartner 等（1994）以五年時間，長期觀察安全依附與

不安全依附的孩子，發現安全依附的孩子解決衝突的能力較佳，較少問題行

為。Main（1999）則以十年的長期觀察研究說明，早年的依附風格與十年後

有 75％的相關。這些研究相繼說明了幼兒形成的依附關係，的確是極有可能

會延伸成為青少年、甚至成人的習慣與性格等。反過來說，成人時的依附風

格，也極可能是因小時候與重要他人的依附關係所造成的。因此，在本研究

中，將會檢驗大學生目前依附狀態的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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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對習慣與性格的影響，在幼兒時與重要他人所形成的依附關係，同

樣極有可能會影響到創造力態度或價值觀的養成。 

    以創造力四個情意面向來看，在好奇心方面，安全依附者，由於具有安

全感，所以能夠自在不害怕地向外在世界探索，依此形成的內在運作模式可

能使該類型的孩童，在長大後願意發揮冒險與好奇的精神，對未知的事物探

究。矛盾依附型者，本身極度具有不安全感，因此將好奇視為獲得控制的機

會及手段，並且害怕探索痛苦經驗。而逃避依附者所形成的內在運作模式，

則是逃避與他人接觸，不願接受會改變自己信念的事物，因此其創造的動力

可能亦會較低。因此，就整體而言，安全型與矛盾型的學生應該會較具有好

奇性，而逃避型則否。 

    在想像力方面，Mikulincer（1997）研究結果說明非安全依附型較安全

依附型來說，認知較為封閉。且非安全依附型中，矛盾依附者在”對模擬兩

可感到不舒服”該指標上得到特別高的分數。且 Woike、Osier 與 Candela

（1996）也發現矛盾依附者會產生較多暴力方面的想像，因此連帶可能影響

其較不願意從事想像的行為。因此，整體來說，安全型者較非安全型者應較

具有想像力，但逃避型者想像力則較矛盾型者為高。 

    在冒險性方面，Mikulincer 與 Sheffi（2000）說明安全依附者在正面情

感中感到安全舒適，因而增加他們向外探索的動機，但矛盾依附型者會誇大

危機，而不願主動地向外探索；逃避型者希望遠離一切可能會與其信念相反

的事物。因此在冒險性方面，安全型應該較矛盾型與逃避型者為高。 

    最後在挑戰性乃是指能夠接受挑戰，在複雜的問題中找出最佳因應的方

式。在 Gilbert（1986）研究中討論到安全依附有較佳的問題管理因應技術，

但非安全依附者則無，因此安全依附者應較非安全依附者更具有挑戰性。 

    除了依附風格之外，研究者更希望了解不同的性別，對創造力情意的影

響為何。從文獻中可發現，目前男女生在創造能力方面的差異其實並無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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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研究認為男生創造力較女生高(董奇，1995)；有些則認為女生創造力較

男生佳(葉明正，2002；李慧賢，1996)，這些乃是就創造能力而言，若從創

造力表現與信念來看，則可發現多數研究皆認為性別是沒有產生差異的(黃麗

貞，1986；王佳玲，2003)。並且，目前針對大學生性別對創造力的研究亦不

多。也因此，研究者希望藉本研究了解不同性別是否會對創造力情意產生影

響。 

    總歸上述，在本研究中，研究者希望從 Bowlby 的依附理論，與 Ainsworth

的依附類型所分出的三種類型：安全型、矛盾型與逃避型，以及不同性別。

來了解在創造力的情意層面：好奇心、想像力、冒險性與挑戰性這四個情意

面向上是否會有所差異。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的目的有以下六項： 

一、 了解大學生在創造力情意層面的現況。 

二、 修訂一個適合大學生使用的創造力情意量表。 

三、 了解大學生依附類型的現況。 

四、 探討大學生不同依附類型與對創造力情意四個層面之關係。 

五、 探討大學生不同性別與對創造力情意四個層面之關係。 

六、 了解大學生不同性別與不同依附風格對創造力情意之交互作用情形。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待答問題待答問題待答問題待答問題    

 

    依上述研究目的，研究者並擬探討以下七項待答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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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學生依附類型的分布情形為何？ 

二、安全依附、矛盾依附與逃避依附型之大學生，在好奇心的情意面向是否

有顯著差異？ 

三、安全依附、矛盾依附與逃避依附型之大學生，在探索性的創造力情意面

向是否有顯著差異？ 

四、安全依附、矛盾依附與逃避依附型之大學生，在冒險性的創造力情意面

向是否有顯著差異？ 

五、安全依附、矛盾依附與逃避依附型之大學生，在想像力的創造力情意面

向是否有顯著差異？ 

六、不同性別之大學生，是否會在創造力情意上有所差異？ 

七、依附風格與性別，是否會對創造力情意因素產生交互作用影響？ 

 

基於以上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而提出以下之研究假設： 

 

一、 大學生在依附類型的分布情形有差異：安全型會多於矛盾型與逃避型。 

 

二、 安全依附、矛盾依附與逃避依附之大學生，在「好奇心」的創造力情意 

    面向之假設。 

   2-1 安全依附學生的好奇心態度，整體顯著優於逃避依附型學生。 

2-2 矛盾依附型學生之好奇心態度，整體顯著優於逃避依附型學生。 

   2-3 安全依附型學生與矛盾依附型學生，在好奇心態度中並沒有顯著差

異。 

 

三、 安全依附、矛盾依附與逃避依附之大學生，在「想像力」的創造力情意 

 面向之假設。 



16 

 

   3-1 安全依附學生的想像力表現，顯著優於矛盾依附型與逃避依附型學 

       生。 

   3-2 逃避依附學生之想像力表現，優於矛盾依附型學生。 

 

四、 安全依附、矛盾依附與逃避依附之大學生，在「冒險性」的創造力情意 

 面向之假設。 

4-1 安全依附學生的冒險性表現，整體優於矛盾依附型與逃避依附型學  

    生。 

4-2 矛盾依附型學生之冒險性表現，與逃避依附型學生並無差異。 

 

五、安全依附、矛盾依附與逃避依附之大學生，在「挑戰性」的創造力情意

面向之假設。 

5-1 安全依附學生的挑戰性表現，整體優於矛盾依附型與逃避依附型學 

    生。 

5-2 矛盾依附型學生之挑戰性表現，與逃避依附型學生並無差異。 

 

六、不同性別之大學生，在創造力的情意面向並無差異。 

 

七、不同依附風格與不同性別，對創造力情意因素有交互作用。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名詞釋意名詞釋意名詞釋意名詞釋意    

 

壹、 依附風格 

 

依附風格乃是依據依附理論，其主要孩童照顧者與孩童之間關係，所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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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孩童的不同依附類型。Ainsworth 將依附風格分為三類：安全依附型、矛

盾依附型與逃避依附型。 

本研究所指之依附風格，乃是受試者在研究者所編製之「依附風格與創

造力情意因素」測驗中，「依附風格」測驗中所得的分數。此測驗中含有三大

類：安全依附、矛盾依附、逃避依附，每類各五個描述句，總共十五個描述

句，使受試者加以選擇，而後計算得分最高的類型，即為受試者的依附類型。 

 

貳、 創造力的情意因素 

 

    創造力的情意因素，乃是指個人對創造力的一種態度、價值觀、興趣與

動機。與認知能力不同，情意因素可以促使個人願意使用其創造力，並享受

於其中。換句話說，創造力的情意因素是個人對創造力的主觀感受。 

    本研究所指之創造力情意因素，乃是受試者在研究者所編製之「創造力

情意量表」測驗中所得的分數。此測驗中包括好奇心、想像力、冒險性與挑

戰性四個分項目，而創造力之情意特質即是以好奇心分數、想像力分數、冒

險性分數與挑戰性分數這四個主要分數來評定。而此四個項目分數之加總即

為創造力情意特質之總分。 

 

參、 大學生 

 

     本研究所稱之大學生，乃是針對台北縣市一到四年級普通大學與科技大

學的學生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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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        研究限制研究限制研究限制研究限制    

 

    本研究由於人力、物力、時間、地理位置等客觀條件無法完全配合，而

使得本研究有以下限制： 

壹、 本研究僅隨機抽樣台北縣市之大學生作為施測對象，故研究結果推論之 

  區域有其限制。 

貳、 本研究乃是根據創造力的情意因素來做研究，因此關於創造力的認知因 

  素，如流暢力、變通力與獨創力等無法涵括在內，結果的推論只適合在 

  創造力情意因素，在其他分面的因素則無法概推。 

參、 本研究所採取的依附類型分為三類，或許分類會稍嫌粗略，而未能顧及 

  例外的個案，因此僅能從此三類做概推。 

肆、 本研究為探討大學生現在測量到的依附風格與創造力情意因素之關係， 

  而無法推論至個人一生，甚至無法推論至成人之後的轉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