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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創造力的理論基礎創造力的理論基礎創造力的理論基礎創造力的理論基礎    

 

    創造力是一個複雜的概念，無法用一句話或一個定義就能加以概括。不

同學者由不同的面向出發來對創造力加以討論。以下將介紹創造力與其相關

概念，以及創造力的情意因素。 

 

壹壹壹壹、、、、何謂創造力何謂創造力何謂創造力何謂創造力    

 

    創造力（creative）的字源來自拉丁文的 Creatus，原意為「製造或製

作」（引自張世慧，2003）。創造被加以研究與重視，是起因於 Guilford 在

1950 年於英國心理學會的演講時所提出，演講中提醒心理學家們要注意創造

力方面的研究，並提出自己多年來研究的成果（吳靜吉，1998）。之後就有許

多學者投身進入這塊領域進行研究。雖然大部份創造力領域的研究者都會廣

泛地將創造力定義為「產生某個原始且有價值事物的歷程」，這裡所指的事物

可能是一個理論、一種舞蹈、一個歷程或程序，甚至是任何其他的事物

（Sternberg, 2004）。但實際上由於各家學者研究創造力的角度不同，並且

創造力實在是一個相當複雜的概念，只用當一個理論解釋相當不夠的，因此

這些年來對於創造力的定義可以說是包羅萬象。 Rhodes（1961；引自張世慧，

2003）分析了四十幾個有關創造力的定義以後，便將這些定義歸納稱做 4P，

4P分別為「歷程」（process）、「個人特質」 （personality）、「產品」（product）、

「壓力/環境」（press /place）。創造力 4P 的內涵可見下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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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創造力的 4P定義 （引自張世慧，2003） 

取向 內涵 

歷程論  「創造力」乃是自意念萌生之前，乃至概念形成之後的整個階段。 

個人特質論 具「創造力」者擁有某些與眾不同的人格特質。 

產品論 「創造力」是產生獨創的、新奇的和有價值產品的能力。 

壓力/環境論 「創造力」的發展是壓力和環境下的產物。 

 

（一）歷程論 

    歷程論對創造力的重視聚焦在創造意念從萌生前到概念形成後的階段。

亦即個體發現問題，產生新想法與假設的過程。目前大多依循 Wallas (1926)

創造歷程的四個階段說：準備期、醞釀期、豁朗期、驗證期。這四個階段的

涵義如下： 

1. 準備期（preparation）：蒐集有關經驗的資料，結合新素材與舊有經

驗。 

2. 醞釀期（incubation）：問題即使棘手百思不解，將之暫時擱著，但前

意識仍在思考解決的方法。 

3. 豁朗期（illumination）：突然領悟，了解問題的關鍵所在。 

4. 驗證期（verification）：將領悟的觀念加以實施，來驗證是否可行。 

 

（二）個人特質論 

    有許多學者以個人特質的觀點出發，來定義創造力，見表 2。 

    早期如 Guilford 等學者對創造力之定義，多集中在認知方面的特質。而

後則越來越注意創造力情意方面的特質，因此 Williams 將這兩種概念總合，

而提出創造者所包含的認知與情意兩種面向，而這兩面向乃是一體兩面、相

輔相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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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從個人特質來定義創造力 

學者 創造力的定義 

Guilford（1956） 與個人智能結構中的擴散性思考有關 

May（1959） 創造是面對一種強烈的人類及其世界的意識 

Stein（1968） 創造者具有好奇、接受挑戰及獨立自主的個性。 

Guilford（1971） 創造者具有以下特質：對問題的敏覺力、流暢力、變通

力、獨創力、分析、綜合、再定義、洞察力。 

Rogers（1972） 創造是一種實現自我，發現自我潛能的傾向。 

Williams（1972） 創造者包含兩方面：認知-流暢性、變通性、獨創性、精

密性；情意-好奇、想像、冒險與挑戰等氣質。 

賈馥茗（1976） 創造的人格傾向有自由、獨立、幽默、堅持與勇氣等特

質。 

陳龍安（1999） 將創造者的創造思考能力分為五種：敏覺力、流暢力、

變通力、獨創力、精進力。 

     

（三）產品論 

    從創造所產生的產品來定義創造力，如同表 3： 

 

表 3  從創造產品來定義創造力 

學者 創造力的定義 

Newell 等（1962） 創造力的表現具有新奇的特性。 

Davis（1986） 創造的表現必須有獨特性與實用性，並具有社會價值。 

Guilford（1986） 創造是個體產生新觀念或物品。 

Gruber（1989） 創造的產品有其特點：獨創的、目標明確的、與人類其

他目標價值需求不違背衝突的。 

張春興（1994） 創造產物局有新奇與價值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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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知，從產品來看創造力，其形式不拘泥於有形的產品，也可以是

想法、表演、行為等各式各樣的事物。但其共同必備的特徵，即是這些產品

皆為獨創並有價值的。 

 

（四）壓力/環境論 

    壓力/環境論認為，創造是壓力與環境之下的產物。Tardif 與 Sternberg

（1988）從此面向定義創造，認為創造的環境必須包括領域--學術與文化、

場地—社會環境、脈落—社會及歷史的前後關係。由此可知，創造力發展的

環境，小至家庭學校，而大至社會文化與時代背景等皆有所影響。 

    除了上述的 4P，也有以「交互作用」的多向度觀點來解釋創造力。Amabile

（1983）就認為創造力的表現就是經過專家評定，而為有創意反應或工作的

產品。這種產品乃是「領域相關技能」、「創造力相關技能」、「任務動機」三

者互動的結果。而葉玉珠（2000）認為創造力乃是個體在特定領域中，產生

一個相對於其所處的社會文化脈落，具備「原創性」與「價值性」特性產品

的歷程，此創造性產品乃是「個人的知識經驗」、「意向」、「技巧/策略」與「環

境」互動的結果。多向度觀點所考量的不僅僅是指有個人特質層面，也顧及

社會文化環境等外在因素。 

    

貳貳貳貳、、、、創造力情意因素的起源創造力情意因素的起源創造力情意因素的起源創造力情意因素的起源    

    

情意在人類的認知行為中是不可或缺的，因為人類活在社會情境脈絡中，

而非只是在語言的世界中，情意是在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的，以非語言

(non-verbal)的姿態、神情、音調等方式處理的（楊錦潭、李季錦，2001）。

所謂情意是指人對世界的主觀感受，且是外顯的，以非語言來加以表現。 

    創造力的情意，乃是指個人對創造力的一種態度、價值觀、興趣與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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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s ＆ Bull, 1978），情意面向與人格特質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人格

特質較為穩定，不容易變動；而前者則為較容易受社會價值觀影響的部份，

諸如上述所提之價值觀與興趣等（劉世南、郭誌光，2003）。以往的研究者，

主要都強調創造力的認知層面，最早的 Guilford（1956）即認為創造力與個

人智能結構中的擴散性思考有關，並認為具創造力者有流暢力、變通力、敏

覺力、獨創性等認知方面的特質（引自吳美慧，2001），後來的 Torrance（1975）

所發展的托浪斯創造思考測驗，就是根據 Guilford 擴散性思考中的這四個認

知因素編制出來的。然而，卻有許多研究者認為，除了認知特質以外，創造

力的情意特質也是十分重要的，他們一致主張情意方面的陶冶是發展創造力

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環，情意特質甚至是維繫著創造潛能能否發揮成功的重

要因素（Clark,1992；引自詹秀美，1989）。William（1980）歸納多位研究

者對於高度創造力之人格特質的研究結果，其提出「認知—情意互動模式」

（cognitive-affective interactive model），威廉斯認為人人都有創造潛

能，每個人之間的差異在於其量的不同，所以威廉斯認為除了認知層面外，

尚要注意情意的層面，認知與情意乃是一體兩面，是可以相輔相成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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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

冒險性、挑戰性、好奇心與想像力等（引自毛連塭，2000）。也在這差不多時

期，Raudsepp（1981）提出認為個人的情緒與態度方面的障礙會影響創造力

的發展。自此以降，創造力的情意面向就逐漸受到重視了。 

 

參參參參、、、、創造力情意因素的分類創造力情意因素的分類創造力情意因素的分類創造力情意因素的分類    

 

    Williams 認為有創造的人，其在情意態度方面具有以下特質：好奇心、

想像力、冒險性、挑戰性（William,1980）。此四種特質乃是結合了情意面向

的態度、價值觀、興趣與動機層面，而將此四種特質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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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好奇心（curiosity）：對事物感到懷疑，有疑問時便去探究、詢問，

尋找解答，並且不斷的思索直到查明真相為止。例如像是「打破沙鍋

問到底」的態度與「追根究底」的精神。 

2. 想像力（imaginative）：能構想出各種意念，並加以具體化，超越現

實的限制。例如「異想天開」或「天馬行空」等不拘泥於框架中的思

考特質。 

3. 冒險性（adventure）：有猜測、嘗試、實驗與面對批評的勇氣。遇到

批評能站起來，越挫越勇。並具有堅持己見以及應付未知狀況的能力。

很像是擁有「百折不撓」與「勇往直前」的探索態度。 

4. 挑戰性（challenge）：具有處理複雜問題的能力，在混亂的情境中尋

找各種可能性，用有邏輯的方式來處理，接受挑戰，並洞察出變動的

原因所在。像是能夠「求新求變」的處事態度。 

    除了將創造力情意因素加以分類為四個項目，Williams 亦分別對此四個

項目的意義加以擴充，而建立了分屬於每個項目的不同指標。可見下表 4 所

列： 

 

表 4  Williams 創造力情意因素的定義  

情意因素 意義 

好奇心 

(樂於…) 

1. 富有追根究底的精神 

2. 隨意玩弄意念 

3. 樂於接觸撲朔迷離的情境 

4. 肯深入思索事物的奧妙 

想像力 

(富於…) 

1. 視覺化並建立心象 

2. 想像從未發生過的事 

3. 直覺地感受 

4. 超越感官及現實的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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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Williams 創造力情意因素的定義(續) 

冒險性 

(有勇氣…) 

1. 勇於面對失敗與批評 

2. 敢加以猜測 

3. 在缺乏結構的情境中完成任務 

4. 爲自己的意念辯護 

挑戰性 

(能面對挑戰) 

1. 尋求更多可能性 

2. 洞悉理想與現實的差距 

3. 自雜亂中理出頭緒 

4. 深究複雜的問題與意念 

 

Williams 之外，Treffinger（1980）在他所提出的創造學習模式的理論

架構中，也將好奇、冒險、想像及不畏複雜與衝突（類似於挑戰性的意義）

和自我實現傾向，一起歸入於創造性學習的情意層面。在 Treffinger 的架構

中，自我實現是屬於最高層次的目標，想像、挑戰則為中等層次，而好奇與

冒險則是最基本的層次。由此可知，將創造力的情意層面分為好奇心、想像

力、冒險性與挑戰性，乃是一周嚴且具階層性的分類方式。 

    

肆肆肆肆、、、、創造力情意層面的重要性創造力情意層面的重要性創造力情意層面的重要性創造力情意層面的重要性    

 

    由上述可知，情意乃是一種興趣、動機與價值觀。而創造性的態度傾向

與動機，是創造者內心一種積極、主動導向革新發明的心態；亦是個人具有

的較穩定與適度傾向的心理特徵之總和，包含氣質、性格、動機、意志、理

想和信念等。而 Williams 將創造力的情意層面分為四種目前最常見的類型。

自 Williams 以來，創造力的情意層面越來越受到重視，有許多研究也針對創

造力情意層面做出研究。吳美慧（2002）使用 Williams 創意思考教學模式來

進行教學實驗，並觀察學生在認知、情意與術科成就的影響。研究結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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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就整個實驗組與控制組來說，其他方面並沒有顯著的差異，但實驗組的

好奇心表現卻是顯著高於控制組。詹秀美在 1989 年也特別針對資優生與普通

學生在創造性情意特質的差異進行研究，結果也說明了資優學生在各方面的

創造力情意特質得分皆優於普通學生。上述研究皆說明了創造力的情意特質

雖較認知的研究起步較晚，但是許多研究卻相繼證明了不同的個體的確有不

同的情意特質，在創造思考與創造力方面也會有所差別。 

    在教學方面，許多學者亦提出創造力情意的陶冶，應與認知方面的創造

思考技巧訓練受到同樣地重視（詹秀美，1989）。Gary 與 Kay（1978）也認

為創造能力中的認知能力，無疑地會受到基因所限制。但是創造力態度或價

值觀等情意層面的能力，卻是會被後天影響的，因此可以加以訓練。 

    除了教學方面，Michelle（1999）從探索新奇的事物、好奇心與衝動性

三個面向來探討成人的好奇心；Jeffery 與 Kathryn（2001）則是針對大學生

來研究其探索動力與依附風格的相關。Mikulincer（1997）則研究認知封閉

與依附之間的關係，而通常認知封閉即被視為較不具有創造力的態度。 

    晚近越來越多的研究，驗證了創造力的情意面向是受到重視的。創造興

趣與價值觀等情意面向的陶冶，會因為後天影響而有所改變（Gary ＆ Kay, 

1978）。因此，去探討是什麼原因造成我們在創造力態度與興趣方面的差異，

可以說是非常重要的。興趣是創造的動力，一個人創造的成果，皆是因為對

問題有濃厚興趣才能得到的（陳步琴，2002）。因此，探究影響創造力情意的

因素，了解目前大學生的創造力情意現況，並思考在個體發展過程中，何種

原因影響了創造力的情意層面，這些都是本研究意欲討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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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依附理論依附理論依附理論依附理論    

    

壹壹壹壹、、、、    依附理論的發展依附理論的發展依附理論的發展依附理論的發展    

關於人是如何型塑的這個議題，是每個研究者都極欲知道，也在不停探

索的。這可回歸到嬰兒時期：呱呱墜地的初生兒，與父母之間形成的「親密

關係」，這份親密將父母與嬰兒緊緊纏繞住，經歷共同的環境經驗，也形成嬰

兒的早期經驗。俗話說「三歲看七歲，七歲定終生」，身為嬰兒來被人照顧的

家庭經驗是每個人必定會經歷的。也因此，若想要知道人是如何被型塑，早

期經驗必定是需要被加以探討的課題。 

心理學界對早期經驗的重視，莫過於心理分析理論。心理分析論強調生

命早期事件對日後人格發展的重要性。甚至有些學者更主張早年的經驗就可

能會改變整個生命過程（Brim ＆ Kagan,1980）。從這種說法就能了解心理分

析論對早期經驗的重視程度。心理分析論對於嬰兒與母親情感連結的議題，

提供了兩種不同的解釋理論，一是趨力論，另一是客體關係論。Freud 對趨

力論的解釋，認為嬰兒與母親的情感連結出自於一種趨力，嬰兒藉由吸吮等

行為使口腔慾望滿足，與母親產生依附連結。而依據 Melanie(1953)的說法，

客體關係論則認為嬰兒與母親的連結除了生理上的需求，還包括心理上的需

求，母親提供的滿足與安撫，使母親能成為一個良好的客體，若嬰兒被拒絕

或沒有餵奶，母親就會成為不好的客體，此現象不僅包括實際的挫敗和母親

的無回應，也包括嬰兒對這些失敗的內在反應與投射（Holmes, 1993）。而根

據以上兩種理論的觀點，「食物」是構成嬰兒與母親感情依附的重要媒介。 

後續的精神分析師也針對父母與嬰兒的親密關係，對嬰兒所產生的影響

來進行研究。Harlow 在 1958 年的恆河猴研究，分別用布片以及鐵絲兩種材

料來製造出母猴，並分別將幼猴與母猴放在一起，與鐵絲母猴一起的幼猴會

被供應母奶，但與布片母猴在一起的卻沒有。研究結果發現，讓幼猴自由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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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時，幼猴大多時間會待在布片母猴身邊，只在吃奶的時候會去找鐵絲母猴，

這個實驗證明了柔軟親密感覺對孩子的重要性，也說明了親子之間不只有足

夠的餵食而已，還包含了更多的依附感行為。而之後英國的心理分析師 Bowlby

（1969）持續針對嬰兒與母親分離所產生的影響進行研究，提出了依附

（attachment）這個名詞，用以解釋嬰兒與照顧者之間形成的情感連結。當

孩子重複地接近一個人時，這種依附關係隨之即會慢慢建立起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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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Holmes（1993）認為當面臨威脅或壓力情境時，嬰兒會表現出哭鬧、黏

抱等訊號行為來吸引依附對象的注意，若能從依附對象身上得到回應並滿足

其依附需求，那麼嬰兒會感到安全感，而能有自信地去向外探索環境。但若

依附對象沒有使嬰兒滿足，讓嬰兒感到害怕矛盾，嬰兒就會出現逃避生氣等

防衛性的反應。在威脅與壓力的環境下，嬰兒最主要是希望得到安全感，因

此會朝著這個目標，調整自己的依附行為，而形成一個彈性的依附行為系統。 

 

                  

                 是 

 

             否 

 

 

 

          

       圖 1  依附行為系統 （Holmes, 1993） 

 

一般會認為，相當依附母親的嬰兒，將來長大後應該會成為相當依賴的

依附對象是否可

接近、是否有回

應、是否一致? 

依附行為：目光

搜尋、發出需

求、互動、親近

等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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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有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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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慮       行為 

喜歡遊戲、探

索、參與社交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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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避 

警戒 

小心 

又愛又

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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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但研究顯示卻並非如此，孩子對依附對象的依附越強，將來越容易獨

立自主，對依附關係有安全感的孩子，不需要緊靠在母親身邊，這種探索的

自由使得孩子可以去嘗試新事物，以新方式解決問題，而且對不熟悉的環境

較自在（引自 Papalia ＆ Olds, 1990）。 

    由此可知，孩童與母親所建立之關係，並不僅只於滿足口腹之欲，和母

親互動與母親給予的安全感才是更重要的。以此為基礎建立的依附與安全感，

不僅會影響孩童向外探索的可能性，或是可能將這向外探索的心力轉為防衛

性反應。都要視其與母親的依附程度而定。 

 

貳貳貳貳、、、、    內在運作模式內在運作模式內在運作模式內在運作模式    

 

Bowlby（1969）認為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內在運作模式（internal 

working model），人們透過此內在運作模式，在感受到外界的刺激後，使用

自身的內在運作模式進行預測，對外在刺激產生行為反應。人類的內在運作

模式通常是在嬰兒與母親的互動時建立的，若能有安全的內在運作模式，嬰

兒就會感到較有安全感，能夠促進嬰兒的自由探索週遭世界，進而促使嬰兒

獨立自主的發展及社會互動的功能（引自王亞民，2005）。反之，若依附對

象並未回應嬰兒的訊號行為與親密行為，則嬰兒會發展出不信任與排斥親近

的行為，覺得他人是不可以信任的，而自己是不值得被關愛與照顧的認知模

式(Ainsworth ＆ Bowlby, 1991)。 

    內在運作模式同時包含著認知與情感兩種成分，個體在和依附對象互動

的過程中，逐漸形成對世界與他人、自己的一套邏輯規則，這些規則將導引

個人對事件的評估。如同基模一樣，即使是同一事件，但每一個擁有不同內

在運作模式的個體，都會使用不同的反應或行為來表達。 

Collins 與 Read (1994)進一步說明瞭依附的內在運作模式。由下圖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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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個體在遇到事件時，會透過過往內在運作模式形成的認知與情緒經驗，

影響個人的行為反應。 

  

 

    

 

 

  圖 2 認知、情緒、反應行為的依附內在運作模式圖 

 

換句話說，當個體遇到解決問題或模擬兩可的情況時，透過個人對情境

的認知詮釋與情緒反應，會使其內在運作模式對行為反應有不同的影響。由

此可知，個體的內在運作模式涉及了認知、情緒、行為三個層面，決定個體

的行動，並在個體未發覺的情況下深深影響個人的一舉一動。 

     

參參參參、、、、依附的類型依附的類型依附的類型依附的類型    

 

至於依附關係的類型，隨後 Ainsworth（1978）將 Bowlby 的依附理論付

諸於實證。發現母親照顧幼兒所產生的敏感性與回應性，將創造出不同的孩

子。其設計了所謂的「陌生情境實驗（strange situation test）」，觀察母

親離開、陌生人加入與母親回來時，嬰兒在與母親分離復合，以及和陌生人

相處時的反應。而發現嬰兒的依附行為有三種不同的類型： 

(一) 安全依附型（secure attachment）： 

約有百分之六五的嬰兒屬於此類型。與母親在一起時，能安心主動地探

索環境，與母親分離時會產生悲傷，但隨即就會安穩下來；而陌生人出現顯

得比較不害怕；而在母親重返後，嬰兒會主動地接近母親，尋求母親的安慰。

內在運作模式 

認知反應 

行為反應 

情緒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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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zan 與 Shaver（1987）認為安全依附的孩子對於親密感到舒服。 

(二) 不安全-抗拒依附型（insecure resistant attachment）： 

約有百分之十二的嬰兒為此類型，又稱為矛盾依附型（ambivalent）。抗 

拒依附型的嬰兒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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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離去時顯得十分擔心焦躁，並

可望吸引母親的注意，但在母親返回後又表現出希望親近卻難以親近，不易

安撫，對母親有憤怒的情緒，拒絕的孩子較少探索，且比其他孩子難安撫

（Egeland ＆ Farber, 1984）。 

(三) 不安全-逃避依附型（insecure avoidant attachment）： 

百分之十二的嬰兒是屬於此類型。母親在時不會渴望與母親有所接觸，

陌生人出現的時候，也不會有特別的緊張或矛盾；母親要離開時，亦不會特

別的想要母親留下來，表現出不甚在乎的樣子，也不大會哭泣；母親回來時

反應非常冷漠，逃避母親也不會與母親有太多互動。 

相對於安全依附型的孩子，能夠離開照顧者，而不焦慮地探索環境，並

且遇到危機時會回到照顧者身旁，在危機解除後更能親近照顧者來重新開始

探索外界。Bowlby（1988）指出非安全依附（矛盾依附型與逃避依附型）的

孩子，對於向外在環境探索是有困難的，因爲當探索遇到危機時，他們很難

去信任照顧者的能力，將照顧者視為安全堡壘。這些論點在之後關於嬰兒與

幼童的研究中也得到了強力的支持（Ainsworth ＆ Bell ＆ Stayton, 1971；

Hazen ＆ Durrett, 1982）。 

在這之後，Main 與 Solman (1990) 提出第四種混亂型（disorganized），

此種類型的嬰兒人數較少，與母親相處時所呈現的是種混亂的行為，可同時

存在於安全型、矛盾型與逃避型任一型之下，而非是一種新的依附風格，故

本研究在此並不對此型加以探討。 

    Ainsworth 之後學者關於依附的研究，大多以嬰兒或早期兒童為研究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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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而後，Bartholomew 與 Horowitz（1991）根據 Bowlby 的依附理論，重新

以自我面向與他人面向為基礎，定義新的成人依附風格模組。這兩個面向共

定義出四種類型：安全型（secure）、矛盾依附型(preoccupied)、忽略逃避

型(dismissing-avoidant)、害怕逃避型（fearful- avoidant）。在此研究中，

新的依附模組與從前的依附風格極為類似，安全型的定義類似 Ainsworth 的

安全型，矛盾依附型則與矛盾依附型十分類似。只是 Bartholomew 與 Horowitz

將 Ainsworth 定義的逃避依附型分為忽略逃避型與害怕逃避型：此兩種型皆

是對自己和他人有負面看法，並且不希望有親密關係。因此從 Ainsworth 和

Bartholomew 等的研究又再次可以證明，即使是成人的依附風格，與從嬰兒

出發所研究出的依附類型也是極為相似的。 

    研究者認為，由於在本研究中，另外一個變項為創造力情意因素，所憑

藉的乃是個體在向外探索好奇心冒險性程度，是屬於一種反應情緒，並非以

人際互動為準則。但 Bartholomew 與 Horowitz 所提出的成人依附理論，卻是

以自我與他人面向為基礎，以人際互動為出發點來探討依附風格的不同。而

Ainsworth 之依附理論則源自觀察孩童在與母親與陌生人共處一間時，孩童

的反應情形來加以分類。加上 Bartholomew 等人的定義與 Ainsworth 定義出

的分類大致是相同的。因此在本研究中，將採用 Ainsworth 的依附風格分類

形式，進而探究不同依附風格的個體在他們認為安全或不安全的情境中，向

外探索的程度。 

    最後綜合以上所知，我們知道，若依附對象能夠回應嬰兒的需求並使其

滿意，則嬰兒能產生安全感，可以放心地探索外在環境。但若依附對象無法

滿足嬰兒的需求，嬰兒就會使用各種防衛方式來加以反抗，進而求自保而害

怕擔心向外探索。由此可知，是否滿足個體的安全感，並建立良好的依附，

是促使個體放心向外探索未知事物的關鍵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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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依附的穩定性依附的穩定性依附的穩定性依附的穩定性    

 

    依附的穩定性與否，決定了是否在幼年所養成的依附風格，會持續影響

到長大時。 

    關於依附的特性，Bowlby 在依附理論中指出，年幼的依附風格會轉化成

內在的認知系統，這個內在運作模式就有如基模一樣，具有連續與穩定的特

質，且排斥改變，並且是自動被啟發而不是意識可以控制的，甚至個體亦會

拒絕所有與內在運作模式相牴觸的事件或經驗（Bowlby, 1979）。因此，從

Bowlby 的理論可以知道，在幼時已經建立的內在運作模式，在未來也是很難

被改變的。 

    Matas、Arend 與 Sroufe（1978）追蹤安全依附的孩子從一歲半到兩歲

的研究結果顯示：這些孩子比缺乏安全依附的孩子更熱心、堅持及合作、有

效率。到三歲半時，這些安全依附的孩子被形容為「同伴中的領袖、社會性

地參與、吸引別人注意、好奇、主動地從事週遭的種種」。到了四、五歲時，

這些孩童更具好奇與能力（Waters ＆ Wippman ＆ Sroufe, 1979）。 

    Main（1999）對於依附風格的穩定性，進行長期觀察後研究發現，一歲

時在陌生情境下進行的依附風格分類，與十歲時的依附風格分類有 75﹪的相

關。因此推論一歲時所形成的依附關係，對兒童隨後產生的行為有強烈的影

響，且這個影響力至少可以持續十年。 

    Wartner、Grossmann、Bombik 與 Suess（1994）五年長期觀察安全依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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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Barrett 與 Paula（2001）探究依附風格的認知與行為表徵，探索

依附風格的一致性，以及對父母、同儕與伴侶的依附預測認知表徵的程度。

其針對 161 位 17 到 20 歲尚未畢業的大學生，測量其對十二個模糊情境的威

脅性詮釋，與這些學生會如何加以反應（積極地、侵略性地、逃避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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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顯示，對不安全依附者來說，與父母之依附最能預測參與者的認知詮釋

與所計劃的反應，其次為伴侶，最後才是同儕。此研究不僅顯示依附的經驗

會影響對情境的詮釋與後續的行動反應。也證明了即使在青少年晚期，與父

母之依附的影響力卻仍然持續著。 

    Bowlby（1973）曾說：「依附行為是記述人類從嬰兒時期到生命結束的特

徵（attachment behavior characterizes human beings from the cradle to 

the grave）」（引自廖成敏，2000）。從上述研究看來，正說明了早期所建立

依附的影響，不僅僅影響了四、五歲的孩童時期，更貫穿了人的生命全程。

由上述文獻回顧也可發現，早期與照顧者所建立的依附關係，對青少年以前

之影響力，甚至比同儕與親密伴侶還重要。也足以證明，早期的依附關係的

確對於往後的依附風格有很深的關聯。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依附與創造力依附與創造力依附與創造力依附與創造力情意因素情意因素情意因素情意因素    

 

壹壹壹壹、、、、家庭與創造力的關係家庭與創造力的關係家庭與創造力的關係家庭與創造力的關係    

 

    在影響孩子創造力或創造性成就的因素當中，家庭環境因素的影響力是

超過基因的（Dacey，1989）。其中家庭氛圍因素更是深深影響孩童創造力之

發展（詹志禹，20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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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父母與子女的關係方面，Mi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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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會給予孩

子尊重、獨立與自由。Michael 與 Dudek（1991）也發現高創意孩子的父母不

會過度涉入孩子的生活。這些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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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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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創作並追求改變。由此可知，從培養具有創造力孩童的觀點看來，家庭若

能形成獨立、自由、有安全感且不過度干涉的家庭氛圍，則較能使孩童有探

索環境與展現自我的自由，令孩童能自由地發展創造力。 

    回頭來看不同依附風格的產生，正是從與依附對象不同的相處模式而產

生的。在這之中，安全依附的孩子，感受到安全感，而能放心地去探索外在

的環境，但焦慮依附與逃避依附風格卻無法如此。安全依附者這種與依附對

象的相處模式，是與有創造力孩童家庭的父母相處模式相同。兩者與依附對

象(通常為父母)的相處皆屬於獨立、自主，彼此可以互相信任，能自由探索。

雖然家庭氣氛相較於依附關係，範圍大了許多，卻也說明了家庭氣氛的重要

性，接下來研究者將會聚焦於家庭中的依附關係，進行依附風格與創造力關

聯之探討。 

     

貳貳貳貳、、、、依附風格與創造力的其他相關研究依附風格與創造力的其他相關研究依附風格與創造力的其他相關研究依附風格與創造力的其他相關研究    

 

   目前已經有一些其他的研究，是針對依附與創造力認知層面之間的關聯進

行研究，Bronaugh（1989）探究青少年依附狀態與認知歷程中創造力方面的

關聯，將青少年依附的測量方式分為溝通、與家人緊密度、父母的理想化等

幾個面向。研究結果認為在不安全依附的青少年組別中，尤其是與父親理想

化相關的這個面向，特別會產生認知差異。Hanson (1997）亦使用 Torrance

創造思考測驗來對 140 位青少年進行施測，來分析創造力的認知層面與依附

風格的關聯。 

   另有其他一些研究是探討 Winnicott 客體自體論所提出的依附，

Winnicott 認為嬰兒藉著塑造其第一象徵，來使自己從母親身旁獨立，這就

是創造的根源，後來學者則研究轉移性客體（transitional object）的依附，

是否會與創造活動有所關聯（Horton、Gewirtz ＆ Kreutter,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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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已有一些研究文獻直接探討依附與創造力之間的關聯，但許多皆是

從創造力的認知層面出發（Bronaugh,1989；Hanson＆ Lauren；Mikulincer），

或是以其他類型的依附理論（Horton、Gewirtz ＆ Kreutter,1988）為基礎

來探討。但創造力情意層面是與認知層面有極大差異的，情意是影響個體是

否願意從事創造活動的關鍵因素，換句話說，無論個體的認知能力多優秀，

若沒有好奇心、想像力、挑戰與冒險的態度及精神，亦很難推動個體去從事

創造。情意方面的興趣或態度是影響一個人極關重大的，因此研究者希望能

補足釐清這塊領域，故本研究將針對創造力的情意面向進行探討。 

 

參參參參、、、、依附與創造力的情意因素依附與創造力的情意因素依附與創造力的情意因素依附與創造力的情意因素    

 

以下研究者將針對 Williams 對創造力情意面向的四個分類：好奇心、想

像力、冒險性、挑戰性。來探討這四個創造力的情意面向與依附的關係。 

 

(1) 依附與好奇心 

Bowlby 在其理論中說到，不同的依附內在運作模式會直接影響個體對未

知事物的探索（1973）。形成依附的關鍵要素，即是照顧者能提供一個安全的

堡壘，讓孩童進行探索，安全依附的孩子會在探索與鄰近的搜尋表現較好，

即使危機產生，也能夠回到他們是為安全堡壘的照顧者身邊，並繼續進行搜

尋。但相對地，非安全依附的孩子卻無法這樣，因為他們對照顧者沒有安全

感且懷疑，認為在他們探索遇到危險時，照顧者沒有辦法提供事實的保護。

而這些論點在下述研究中獲得強烈的支持：Ainworth、Bell 與 Stayton（1978）

在實證研究中發現，矛盾型的嬰兒緊貼者他們的母親，並害怕新奇的刺激；

逃避型的嬰兒則會轉移注意新事物，就像在防衛與母親痛苦地接觸，但在探

索時卻不會顯現出任何喜悅或快樂的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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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s 對好奇心的定義為：會對事物感到懷疑，有疑問時便去探究、

詢問，尋找解答並且不斷的思索直到查明真相為止。Michelle（1999）研究

了依附對成人探索行為的影響。Johnston 與 Michelle 從探索新奇的事物、

好奇心與衝動性三個面向來探討成人的好奇心。研究結果分析出，逃避依附

的成人對自己之報告，相對於安全依附的成人對自己的報告，有顯著較低的

好奇心。但在對幼童的測量中，逃避依附組與安全依附組在探索新奇的事物

與好奇心這兩個面向上得分是沒有差異的。 

    Jeffery 與 Kathryn（2003）則針對大學生的依附風格與探索動力進行研

究，研究結果發現探索行為是具有性別差異的，男性對探索新奇事物與關係

資訊的低興趣，是與其排斥型（逃避型）與一般型的不安全依附有關。而矛

盾型對新奇事物的探索興趣亦很低，但卻對關係資訊的探索有較高程度的興

趣。女性則也是排斥型（逃避型）對關係資訊的探索興趣較低。由此可知，

無論是男性或是女性，此研究接證實排斥型（逃避型）的個體對探索較不會

感到有興趣。 

    也有學者從訊息處理的層面來探討好奇心與依附的關係，Mikulincer

（1997）認為好奇心乃是一種對新訊息搜尋的渴望，而 Mikulincer 針對青少

年，運用 STPI（trait and state curiosity scales of the State-Trait 

Personality Inventory）、認知取向好奇心量表（cognitive orientation 

scale of curiosity）與結構式訪談來了解青少年在好奇心的態度、情感、

認知跟依附的關聯。研究結果顯示，逃避型的好奇心較安全依附為少，這是

因為逃避依附者慣有的排斥態度阻擋了其搜尋訊息；除此之外，矛盾依附者

在對自己好奇心的報告中，顯示並未與安全型的人有所差異。而在創造力的

背後動機中，安全依附者認為好奇心乃是促使個人成長的機會與正面的經驗；

逃避型的人則視好奇心為與他人能產生關聯的機會，但他們卻害怕傷害他人

的感覺，因此他們對好奇心為正面情感與防衛態度的混合體；矛盾依附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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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則視好奇為獲得控制的機會，並且害怕探索痛苦經驗，與國內的研究中，

黃瑜（2007）認為負向情感特質者會經正向情感操弄，而有較佳的創造力表

現，有著相同的推論。 

    綜合以上所述，在最初的依附理論中，很明白地說明了孩童依附風格對

探索行為的影響，安全型與逃避型的嬰兒皆會對外界進行探索，但他們相異

之處在於情緒的差異，安全型孩童的探索是本身之所願，逃避型這將之視為

控制的手段（Ainworth ＆ Bell ＆ Stayton；Johnston ＆ Michelle）。矛

盾依附型的人則視好奇為獲得控制的機會，並且害怕探索痛苦經驗。逃避型

的孩童則是將此探索行為作為一個方法，來逃避與他人接觸，但卻也害怕傷

害他人。而這些孩童時期的依附情形，是否也能夠延續到成為大學生的時候

呢？有些研究結果證明似乎並非如此，在前述有關青少年與成人的後續研究

中，所發現的研究結果皆認為逃避型的青少年好奇心明顯較少，這與最初

BowlBy 與 Ainsworth 的研究是正好相反的。為何會產生此種迥異的現象？研

究者認為，逃避型者在孩童時期的向外探索，只是他們逃避與人接觸的一種

手段，卻非出於自願，因此當他們成為青少年或成人時，已經不似孩童時期

的活動能力與活動空間較小，且必須依賴父母的養育，青少年與成人有更多

的自主空間，因此，既然探索只是一種手段，代表逃避型者並不具有好奇心，

因此他們就不會主動地向外探索新奇事物。 

    而在回顧文獻之後，研究者發現在台灣本地並沒有人從事相關研究。因

此，是否西方所從事的研究可以類推到東方人身上呢？研究者也希望能驗證，

是否不同依附風格的個體，在好奇心的態度與信念方面，會有所差異？是否

安全依附型與矛盾型者較有好奇心，而逃避型者則相對較低。 

 

（2）依附與想像力 

在 Williams 創造力情意面向的定義中，想像力為能構想出各種意念，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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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具體化，超越現實的限制。由此可知，想像力是能夠不被現有的認知架

構所侷限，超出原有的架構。一些研究也指出，不具有想像力的個體，通常

在認知上缺乏彈性且較封閉，想法傾向於僵化，也不允許事物有較大的改變

（林薇瑄，2003）。 

    Mikulincer（1997）曾針對認知封閉與依附進行研究。使用認知封閉量

表（Need for Cognitive Closure Scale）對受試者進行施測。在該量表中

認知封閉分為五項指標：喜愛秩序性、對模擬兩可感到不舒服、單一選擇性、

喜愛可預測的事物、封閉心靈。這些指標是與想像力背道而馳的，因為想像

總是模擬兩可、不可預測的。該研究結果指出，非安全依附者較無法忍受不

可預測性，傾向擁有較僵固的信念，而且不容易被例外所改變。此外，矛盾

依附型的人在“對模擬兩可感到不舒服”指標上得到特別高的分數。而同樣

在 Mikulincer 與 Arad（1999）針對親密關係中的認知開放性與依附內在運

作模式所作之研究中，亦證明了安全依附者有較高的認知開放性。 

    在與想像力相關的研究中，Woike、Osier 與 Candela（1996）則研究了

對社會情境想像故事中，暴力想像力的使用與依附風格之間的關聯。其研究

發現矛盾依附者會想像出較多暴力之交往情節，明顯地超過安全與逃避依附

者，研究說明了矛盾依附者習慣在幻想中顯露敵意，以作為他們因應負面情

感的方式。這同樣也說明了矛盾依附者相較於逃避型與安全型而言，更容易

將想像連結到負面的記憶。因此，研究者認為，若是如上述研究之結果，那

麼矛盾依附者在日常生活中，應該較不願意去從事想像的行為，因為這會使

他們常常陷入負面的情緒。 

    雖然沒有文獻直接探討依附與想像力的關係，但綜合以上所述，具有想

像力，願意去想像的人，認知上具有較大的彈性與可變性，認知封閉不開放

者通常無法接受不可確定與模糊的事物，但想像卻必定是模糊且不固定的。

再者，從依附觀點來說，矛盾依附者較容易將事物想像成負面的，且比較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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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聯想至負面事件而非正面。這可能影響矛盾依附者從事想像之行為，使得

矛盾依附型者的想像力分數較其餘兩者低。此外，不同依附風格是否會對想

像力有不同影響，這些都是本研究所欲探討的。 

 

（3）依附與冒險性 

探索就本質上而言，即是一個充滿冒險性的行為，外在世界是未知的，

或許會遇到危險、或許會有新奇的發現，個人是否願意去加以探索，端視其

是否有冒險性而定。Williams 認為冒險性是有猜測、嘗試、實驗與面對批評

的勇氣。遇到批評能站起來，越挫越勇。並具有堅持己見以及應付未知狀況

的能力。由此可知，冒險不僅具有嘗試的部分，挫折忍受力亦是冒險性很重

要的一個特質。 

Mikulincer 與 Sheffi（2000）則研究了不同依附風格對正面情感的認知

反應，安全依附者在面對正面情感時，會有較佳的表現以及能創造性的解決

問題，矛盾依附者則否，而逃避依附者再正面反應與負面反應皆無差異。

Mikulincer 與 Sheffi 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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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矛盾依附型的人，在探索中卻會誇大潛在危機

與威脅，並且懷疑自己處理威脅的能力，逃避型的人則無論在何種情況都傾

向逃避，不希望去接近任何與自己信念可能違背的事物。Jeffery 與 Kathryn

（2003）也同樣認為安全依附會加強大學生的探索行為，Barry 等人(2007)

也認為非安全依附者在面臨有一定要求的環境時，較常產生負向情感，難有

積極感受，並且會察覺到較少的支持。冒險乃是一個充滿不確定，甚至有危

險的情境，因此由上述研究可推論得知，在非安全依附型者中，矛盾依附型

的人可能會誇大這危險、害怕無人支持，而不願意進行冒險，而逃避依附型

者則是因其假裝獨立而不願探險。 

    此外，冒險性還有另外一項特質：挫折忍受力，具有挫折容忍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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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都具備有某一些特質：幽默感、做決定、喜愛學習、成就動機、競爭力、

自信、創意、彈性等（Nan Henderson；引自吳武雄，2005），這些特質有許

多項都是安全依附者也共同具備的特質。Connor、Kogan 與 Findlay（2002）

針對產前酒癮與孩童依附、情感、因應技巧的關聯。研究結果顯示產前顯示

出有酒癮的母親，其孩子有較高層度會是非安全依附型，但若之後母親能提

供妥善的照顧，則孩子就教能因應處理挫折。Colman 與 Thompson（2002）也

發現非安全依附的學齡前孩童，會有較多非必要的求救與無能力狀態、感受

到較多的挫折、並且較快就放棄而求援。Upton（1998）更明確地指出低挫折

忍受力、無法專心、攻擊性、焦慮，這些特質通常在非安全依附的孩子身上

較容易觀察到。 

    冒險性必須具備的兩個重要特質，一是有向外探索嘗試的企圖心，二則

是即使向外探索時遇到了困難，也能不屈不撓的挫折忍受力。從上述研究中，

可以得知矛盾依附型者會誇大危機，而不願主動地向外探索；逃避依附型者

則會希望遠離一切可能會與其信念相反的事物。這些都造成非安全依附者不

願意向外冒險，再者，即使偶一為之嘗試冒險了，卻可能因為受挫就馬上放

棄要求援助，不願意再嘗試或再實驗。故本研究希望以這些理論為背後基礎，

進而去探索不同依附類型，在創造力情意特質的冒險性方面會不相同，且是

否非安全依附者在冒險性得分會低於安全依附者。 

 

（4）依附與挑戰性 

Williams 創造力情意部分的最後一項特質：挑戰性。是這樣被定義的：

挑戰性是具有處理複雜問題的能力，在混亂的情境中尋找各種可能性，用有

邏輯的方式來處理，接受挑戰，並洞察出變動的原因所在。也因此，是否能

冷靜清晰地去解決問題，是挑戰性特質中重要的特點之一。 

Matas、Arend 與 Sroufe（1978）針對嬰兒的問題解決行為進行研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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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假設安全依附的嬰兒會較有熱誠、能堅持、合作，且更有效率，而研究結

果也符合假設所預料的。接著，Gilbert 在 1986 年針對十七到二十歲的大學

生進行了解，研究其父母與同儕的依附，與情緒狀態、自尊與威脅、挑戰及

失落的處理之間的關聯。依附理論曾經說到，安全依附的個體會有較佳的問

題因應技巧，而研究結果也應證了此理論：安全依附的大學生擁有較佳的問

題管理因應技術，視有壓力的家庭情境為可變的而不會自我抑制。同時該研

究也認為，這些結果能支持依附理論對不同依附對環境挑戰的回應，並支持

了非安全依附在其青少年後期時會被認為是處理壓力與因應技術的不利因

素。 

在 Mikulincer 與 Sheffi(2000)操縱情感反應，來研究不同依附風格與

創造性解決問題的研究中，運用 Remote Associates Test 來測量當情感介入

時，受試者再創造性解決問題時的反應。研究結果證明，安全依附者在處於

正面情感時，對創造性問題解決會有產生較多的類別選擇與較佳的表現。但

矛盾依附與逃避依附者則分別為正好相反的反應或沒有差異。 

挑戰性是個體能否運用邏輯的方式接受挑戰，並且解決複雜問題的能力。

綜合以上研究所述，安全依附者有較強的問題因應技巧與技術，並且在問題

解決方面的表現較佳，矛盾依附型者與逃避依附型者則皆較差。因此本研究

將進行實徵的探討，了解是否安全依附者在挑戰性方面的分數，會顯著高於

非安全依附者。 

 

肆肆肆肆、、、、依附與創造力研究對象依附與創造力研究對象依附與創造力研究對象依附與創造力研究對象----大學生大學生大學生大學生    

 

    本研究主要研究對象為大學生，乃因之前的研究大多集中於孩童與青少

年時期（曾繁均，2000；李慧賢，1995；劉士豪，1997；張嘉芬，1997），但

大學生不只是發展階段，無論在創造力的能力、態度與所處環境都與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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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高中學生大不相同。並且在依附方面，如前所述，早期所建立依附的

影響，不僅影響了孩童時期，更是貫穿了人的生命全程。在前面的文獻中， 

Barrett 與 Paula（2001）也證明了在大學生之中，早期與照顧者所建立的

依附，是最能預測影響大學生的行為反應，甚至比同儕與親密伴侶的依附還

重要。由於依附具有穩定性，那麼個體發展階段所處的環境便顯得十分重要，

因此接著將從創造力與成長階段、創造力環境兩方面來探討大學時期的獨特

性所在。 

 

(1)創造力與成長階段的關係 

 

    依附是具有穩定性的。自小所建立的內在運作模式到長大都還深深受到

影響，但創造力的認知與情意發展卻不一樣。劉士豪(1997)針對小學六年級、

國中一二年級、高中一二年級以及大學生為研究對象，研究發現各年齡層學

生的創造思考能力大致上有隨年齡而成長的趨勢。李慧賢（1995）以台灣地

區國小、國中、高中職的原住民學生為研究對象，年級大致上與創造力成正

比，年齡越高，創意經驗越多；圖形語文創造思考能力也高。 

    雖然上述研究認為大學生的創造力似乎較國小與國中時期進步，但卻也

有研究指出，學生的創造力程度會因年齡而下降。吳靜吉在研究台灣學生前

後十年間語文創造力的發展時，發現中小學生在這十年間，流暢力與變通力

都有明顯進步，但大學生卻沒有顯著的進步。而香港地區的調查也顯示，到

了大學之後，學生的創造力似乎有明顯下降的趨勢(Cheung ＆ Chau ＆ 

Rudowicz ＆ Lang ＆ Kwan ＆ Yue,2003)。 

    上述研究雖然呈現相對的結果，但卻都說明了大學生的創造力的確是與

孩童及青少年時期不同。不過，在上述研究中，所定義的創造力乃是指創造

「能力」而言，也就是從創造力的認知面向來討論之。但創造力的認知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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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情意面向乃是一體兩面的，個體的能力必定會影響他從事行為的動機與態

度。也因此在本研究中，研究者希望將對象放在大學生的情意面向身上，一

方面因為大學生乃是介於青少年晚期至成人前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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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時常容

易有劇烈的起伏，性格亦不穩定。再者，大學生較青少年的高中生而言，對

自己行為的主導性較高，像是在學習上，大學生比較不像高中以下的學生較

不自由，學習方式受侷限，因此在學習上發展創造的東西可能相對較少（黃

武雄，1994），相反地，大學生亦能夠決定自己是否要從事創造行為，並按照

自己的興趣與動機進行創造。且不同年級的大學生在創造力信念上無顯著的

差異（王佳玲，2003）。除了與高中生的性格態度有明顯不同外，根據 Johnston

與 Michelle（1999）從探索新奇的事物、好奇心與衝動性三個面向來探討成

人的好奇心的研究，結果分析出，逃避依附的成人對自己之報告，相對於安

全依附的成人對自己的報告，有顯著較低的好奇心。但同樣在對幼童的測量

中，逃避依附組與安全依附組在探索新奇的事物與好奇心這兩個面向上得分

是沒有差異的。這研究結果代表或許成人由於經歷較多，而對自己了解較深，

因此可以從自身經驗瞭解自己具有的低好奇心，相反地孩童可能卻無法。也

可以接著推斷，位於成人前期的大學生，對自己所認知的好奇心程度，與幼

童相比較應該也是會有所差異的。 

    位於青少年後期與成人前期的大學生，無論在心態與認知上都顯著的與

青少年和幼童不同，而除了先前研究文獻指出的，在創造的能力與先前階段

有明顯差異外，極有可能在創造的情意面向也是有所差異的。因此，將此階

段獨立出來加以討論應該是值得被看重的。 

 

 (2)創造力與環境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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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發展或使用創造力的時候，「社會脈落」對個體的影響也是很大的(吳

靜吉，2002)。Arieti（1976）認為個體的創造力受文化的影響很大，Amabile

（1995）及 Isaksen 等人（2001）則從氣候(climate)角度來探討環境中促進

與扼殺創造力的因素。在先前所討論到的 4P 觀點中，其中一 P也認為「創造

力」的發展是壓力和環境下的產物（引自張世慧，2003）。也因此，個體所在

的環境與創造力的關係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學生所在的環境是否能支持學

生發展創意，更是會讓學生是否願意進行創造的重要因素。 

    從創造的環境方面來說，大學生與孩童也有明顯的不同。在幼兒時期，

遊戲幾乎是幼兒生活的全部，玩具是遊戲活動中的重要工具；幼兒的創造力

更會透過各種類型的遊戲充分地表現（陽琪，2003）。也因此，關於幼兒創造

力研究之情境，大多都是在遊戲場所中，像陽琪（2003）從樂高玩具研究幼

兒創造力，曹文力（2005）則探討個體的玩興是否透過在經歷遊戲情境後所

引發的沉浸而影響到其創造力的表現，或是從戲劇或音樂的方式來研究幼兒

的創造力（黃麗卿，1995）。不過不可忽視的，父母對幼兒的創造力影響也是

很大的，特別是母親的教養方式（葉芊芊，2005）。 

    到了國小、國中階段，學校跟家庭則扮演了絕對重要的角色。葉玉珠（2000）

從生態模式的系統觀點提出：小系統(個人特質)對個體創意有最直接的影響，

而中系統(包括學校與家庭)則對國小階段孩童的創造力有直接和間接的影響，

其中間接的影響在於形塑學童的創意個人特質，並影響其在創造力方面的表

現。陳佩正（2002）則從反面說明現階段台灣的教育，以闡述學校對國小學

童創造力養成的重要性，”學童在進入國小之前，內心充滿著冒險的精神「！」

以及好奇心「？」，但是他們從小學畢業的時候，心中有的只是句號「。」”。

足以證明小學與國中時，學校對孩童在創造力特質與表現的影響力。而關於

父母對國小學童創造力的影響更是有許多研究，像張嘉芬（1997）認為家庭

一般教養環境與創意生活經驗是正相關的，或從家庭結構（張珮甄，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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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父母社經地位（吳怡瑄，2001）等方向來研究對國小孩童創造力的影響。 

    另外，在國中學童創造力的環境中，也是以學校和家庭為主，包括林逸

媛（1992）對於國中生家庭背景、父母的休閒與知性文化活動、父母的教養

方式、家庭的設備和國中生創造性之關係，發現父母避免過多評價的教養方

式有利於國中生創造力的發展。李慧賢（1995）則針對國小、國中、高中原

住民，探討創造力發展的相關因素，認為學生知覺的「父母教養態度」與「社

會支持」及「同儕」，對學生絕大部分的創意經驗有顯著正相關。 至於在高

中生創造力研究的方面，有些學者卻認為學校對高中生的創造力反而是只有

負面效果，邱政皓（2002）在針對高中生與其老師創造力的訪談研究中則發

現，台灣目前所瀰漫的升學主義與傳統觀念，使得老師無法讓學生發揮自由

自在學習的空間，讓學生創造力的發展只能在升學主義下的夾縫中生存，而

這在私立學校尤其明顯，以上這種情境對創造力發展顯然是不利的。總括來

說，以上國小、國中、高中生所面對主要情境-家庭與學校，在家庭環境方面，

大部分研究都支持開放民主的家庭有助學生發展創造力，但是，另外一個學

生主要的情境-學校，卻似乎有著抑制學生發展創意的態勢，而這在台灣目前

社會似乎更是明顯。 

    但上了大學之後，所面對的情境則較國、高中只侷限於家庭與學校情境

外，又擴展了許多。大學生一般所面臨的情境，在黃玉（2002）對台灣大學

生心理社會發展的研究中，認為主修、課業投入、師生關係、同儕關係、住

宿經驗、社團經驗、打工經驗這七項大學經驗可以顯著解釋大學生心理社會

發展的變異。而王佳玲（2003）在其自編大學生情緒智力量表中，則認為自

我、課業、感情、人際、家庭、生涯為大學生最常面臨的主題情境。詹鎔瑄

（2002）針對設計系大學生創造力及其相關的研究中，則將大學生的背景變

項分為個人、家庭、學校與社會。其中學校因素包含了教師類型與同學互動，

社會因素包含居住地區與休閒活動類型（看電視、聽音樂、上網、閱讀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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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研究則認為學業成績、認知風格、學習動機類型、父母教育程度、父母教

養方式、教師類型與同儕互動等因素對於設計系大學生創造力傾向的特質有

顯著影響。整體而言，大學生除了跟以往成長階段一樣，擁有家庭與學校還

有同儕（包括朋友與戀愛）三個常面對的環境之外，似乎還多了住宿、社團

與打工經驗。 

    但即使是與國小到高中時期同樣擁有的環境-「學校」與「家庭」，大學

生在這兩個情境所放置的心力與環境的狀況，跟過去也是有所不同的。在呂

玲誼（2005）對大學生生活經驗與創造思考的關係研究中，說明現今的大學

生生活經驗，可歸類為「增廣見聞」、「戶外冒險」、「團體活動」、「藝文活動」、

「流行生活」、「搶錢血拼」、「吸收資訊」與「逸樂遊玩」等八種類型，其中

大學生擁有最多的是「團體活動」類型的經驗。顯示目前大學生的生活經驗

中，團體活動的經驗是較重要的，相對地，在學業與家庭身上佔的比例，是

較過去少了許多。再者，根據王沂釗（2006）在針對學習困擾而諮商訪談大

學生時發現，大學生從灌輸式的高中教育進到高度自主性學習的大學教育，

面對不同的學習方式與態度，使得學生們感到無所適從，並產生學習困擾。

這份報告也說明了大學的教育不再如過去國小到高中，而是充滿自主性與開

放學習的。至於在家庭方面，大學生正面臨吳就君(1999)所提「起飛期家庭」

(launching family)的 成長階段，在此階段的孩子經歷了第一次長期離家經

驗，或是開展了自己不同的生活面貌，準備真正地脫離原生家庭以開展自己

的另一個家庭與人生。此時期的孩子更易感受到親子間「親密或干涉」的互

動狀態（引自修慧蘭、孫頌賢，2002）。也因此，徐君楓（2003）認為，大

學生面臨必須能夠勇於表達要與家庭分離，才能進一步去發掘自己能獨立決定

的一面。總結以上的研究，在大學這過程，代表了個體面對人生的另外一個轉折

點，不僅在學校面臨的是較開放民主的學習，於家中的角色也如同毛毛蟲掙扎著

破繭而出一般，離家出外，必須學習著獨立。種種因素，都使得即使是同樣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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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與環境因素，也是跟以往國小到高中時期，有著明顯的不同。 

回顧先前的研究中，大部分都是以青少年或孩童為研究對象。但在大學

時期，不僅是學習與家庭的環境型態有了劇烈的轉變，連帶的大學生所面對

的情境更增添了打工、社團、人際的友情愛情等經驗。也因此，單獨就大學

生加以討論實在是具有必要性及價值。基於以上這些理由，在本研究中，將

選擇大學生為研究的主要對象。 

 

第四第四第四第四節節節節    性別性別性別性別與創造力與創造力與創造力與創造力情意因素情意因素情意因素情意因素    

 

    不同性別的發展過程，是否也會影響個體使用創造力的意願與態度？董

奇(1995)整理了許多關於創造能力的研究後認為，創造力的發展上若存在著

性別差異，主要的是由生理、智力以及性別角色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而成。

除了生理與智力是屬於先天的原因，在性別角色方面，因為在人們的性別角

色中，對男女的創造力有不同的看法，男性被認為是善於解決複雜、有創造

性的問題，女性則被認為依賴性強、富有感情，所以適合解決一般性的問題。

換言之，在一般性別角色觀念中，男性富有創造力，女性則較為缺乏。因此，

如果孩童內化性別角色，符合文化的期盼，就可能因此產生性別差異。但國

內研究也有相反的說法，葉明正(2002)針對國中學生的研究，則認為女生的

整體創造能力顯著優於男生。李慧賢(1995)以國小到高中職原住民學生為研

究對象的研究也發現，大致上來說，女生比男生有較高的圖形、語文創作能

力。因此可以發現，目前不同性別的創造能力，在研究上仍未有定論。 

    但是，這種性別角色的印象能內化的程度仍屬未知，沒有統一的定論。

除此之外，以上研究僅是針對創造能力而言，並非行使創造力的意願與動機。

一位具有特定能力的人，不一定在此特定領域上會有表現。有關創造情意的

研究部分，黃麗貞(1986)使用社會科創造思考教學教導國小學童，並以「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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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傾向量表」測量教學成果的研究中發現，男女學生在創造力表現上並沒有

顯著差異存在。陳英豪與吳裕益(1981)的研究也有同樣發現。Torrance(1963)

亦指出，創造力表現與否的關鍵性因素不在於性別，而在於對通常對於認識

男女角色功能上的偏差。至於大學生的相關研究中，王佳玲(2003)在研究大

學生創造力信念的研究中也發現，男女大學生的創造力信念並未有顯著差異。

但國內有關於創造力的文獻，較少是以大學生為研究對象的，因此本研究將

進一步探討之。 

由文獻可知，男女在創造力的表現與信念並無顯著差異，但仍有學者認

為男性與女性在性別角色期待上的差異，可能會形成不同的創造能力。因此，

在本研究中，研究者希望驗證是否不同性別大學生，在創造力情意方面的態

度並不會有所差異。還是可能會被性別角色與生長環境教育所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