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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本章分為五節，第一節說明研究的主要架構，第二節研究對象，第三節

研究工具，第四節實施程序，第五節資料處理。分別說明如下：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    

    

根據本研究的動機、研究目的、研究問題、研究假設與文獻探討。提出

主要研究架構入下圖 3。 

 

 

 

 

 

 

 

                    圖 3 研究架構圖 

 

    本研究主要研究自變項之一為依附類型，包括安全依附型、矛盾依附型

與逃避依附型三種類型，另一主要變項為性別，包括男性與女性。主要依變

項則為創造力情意因素，則包括好奇心、想像力、挑戰性與冒險性四項，並

且也會討論性別與依附的關聯，及兩者對創造力情意因素之影響。 

    

    

    

依附依附依附依附風格風格風格風格    

1.安全依附型 

2.矛盾依附型 

3.逃避依附型 

創造力創造力創造力創造力情意因素情意因素情意因素情意因素    

 

1.好奇心 

2.冒險性 

3.想像力 

4.挑戰性 

 

性別性別性別性別    

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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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    

 

一、 前測 

 

為了解本研究自編之「依附風格與創造力情意量表」於國內大學生使用

上之適切性，以及訂定量表之信、效度。因此進行前測，考量研究的方便性，

前測對象選定為政治大學大學部學生，不分系總共預計 120 位為預試對象。

回收問卷後，刪除掉作答不完全，明顯社會期許或反應心向等不良問卷資料，

進行因素分析等統計分析，並根據預試結果，加以修改成正式問卷。 

 

二、 正式施測 

 

    本研究正式施測將以台北縣市公私立學校與科技大學之大學生為研究對

象，採取簡單隨機抽樣的方式，在台北縣市公私立大學與科技大學中隨機抽

取八所大學，在此八所大學中便利抽樣各校 50 名大學生，預計共抽出受試學

生 400 人。取樣過程中盡量選取不同學院系所的學生，並力求抽取的樣本男

女人數均等，且刪除掉作答不完全，明顯社會期許或反應心向等不良問卷資

料。 

    本研究施測學校包括：台灣大學、政治大學、台北大學、實踐大學、台

北科技大學、東南科技大學、世新大學、台灣師範大學，隨機抽樣 410 位學

生，發出 410 份問卷，整個問卷發送到回收歷經兩個月，總共回收 370 份。

回收率為 90.2％，有效問卷回收率為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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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研究工具研究工具研究工具研究工具    

 

壹壹壹壹、、、、    依附風格量表依附風格量表依附風格量表依附風格量表    

 

一、 量表內容與計分 

 

(一) 內容 

本量表係由吳靜吉與黃于娟(1994)依據 Mikulincer、Florian 與 Tolmacz 

（1990）的依附量表，翻譯成中文並加以潤飾而成。原先的依附量表是由 Hazan

與 Shaver（1987）發展出的三個對親密關係的敘述句，使受試者從此三個敘

述句中選擇一個最適合自己感受的，來分做三種不同的依附類型。三種依附

類型分別為矛盾型、逃避型與安全型。而 Mikulincer 等人則將此份量表加以

擴充，除了利用該量表的三個敘述句，更由此三個敘述句分別衍生出五個敘

述句，總共為十五個敘述句。 

 

(二) 計分方式 

    在填答與計分方面，本量表將使用後來增添的十五題本。十五題本量表

為七點量表，受試者於每一個敘述中選擇最符合自己的選項。1-「一點也不

適合」、2-「大致上不適合」、3-「有些不適合」、4-「普通」、5-「有些適合」、

6-「大致上適合」、7-「非常適合」。其中，1-5 題相加之總分為逃避依附風

格的分數，6-10 題相加之總分為矛盾依附風格的分數，11-15 題相加之總分

則為安全依附風格的分數。在三項總分中，得分最高者即為受試者所屬之依

附風格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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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信效度考驗 

 

    在信度方面，Mikulincer 等人（1990）的依附風格量表，每個依附類型

的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 值為.79 到.83。黃于娟（1994）對八所公私立大

學，共計785位學生樣本所得的信度分析結果為：矛盾依附.71、逃避依附.65、

安全依附.55。 

在效度方面，Mikulincer等人（1990）的研究結果指出，和Hazan與 Shaver

之三題本與十五題本結果相對照，作為同時效度之效標時，80位受試者只有

五位受試者在兩量表的結果不同，正確率達 94，顯示同時效度很高。而黃于

娟（1994）在其研究中亦發現，兩種量表題目的相符度為 83％，也有不錯的

同時效度。後續許多的研究也指出此量表有良好的效度（羅立人，1999；何

春慧，2000）。 

 

貳貳貳貳、、、、    創造力情意量表創造力情意量表創造力情意量表創造力情意量表    

 

一、 修訂方式與步驟 

 

    如同文獻探討所述，大學生在心態及認知上，都與過去成長階段有顯著

的不同，因此需要獨立抽取出來討論。並且大學生日常生活中所面對的環境，

及他們在不同環境面向中投注的心力，也與孩童時期大不相同。 

 

         (一)文獻回顧與大學生訪談 

 

    鑒於大學生所處的環境與其他成長階段有許多差異，因此本研究中，研

究者先以訪談，訪問了五名政治大學在學學生，採開放式問題，請大學生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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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日常生活中常待的環境，以及這些環境中自己所投注的比重為何等。完整

題目如下為共四題：「你認為有創造力/有創意的人具備什麼特質?」、「在目前

的生活裡，你的時間通常會怎麼加以分配?」、「以上這些地方，你投注心力與

運用創造力的比重大約是?」、「你認為自己是個有創造力的人嗎?通常會把創

造力用在哪些方面?」，並將訪問結果加以整理歸類。 

 

   (二)編寫題目，建立預試問卷 

 

搜集整理訪談結果之後，根據文獻資料，歸類得知大學生所處的環境，

大致分為家庭、學校、社團(非正式組織)、人際與打工等五個情境。 

接著參照威廉斯對於創造力四個情意因素，所下的指標性定義，初步編寫出

量表中四個向度的題目。並參考同樣源自根據威廉斯創造情意因素的定義，

由林幸台等人（1998）編製的創造力情意量表-「威廉斯創造傾向量表」，參

酌該量表中的問句結構，編製適合大學生所用的題目，形成預試問卷進行前

測。 

    下面將分四個項目來加以說明預試量表，並說明題目分配： 

1.好奇心：好奇心的指標定義為「富有追根究底的精神、隨意玩弄 意 

念、樂於接觸撲朔迷離的情境、肯深入思索事物的奧妙」。依此指標，

配合情境編寫出 9 題題目，並從「威廉斯創造傾向量表」挑選出 6

題適合之題項放入，共計 15 題。 

     2.冒險性：Williams 定義冒險性為「勇於面對失敗與批評、敢加以   

猜測、在缺乏結構的情境中完成任務、爲自己的意念辯護」，因而編

製出 15 題題目。 

      3.想像力：在創造力的情意面向中，想像力被定義為以下指標「視覺

化並建立心象、想像從未發生過的事、直覺地感受、超越感官及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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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的界線」，於是新編 10 題題目，並採用「威廉斯創造傾向量表」其

中符合大學生的 5題題目。 

4.挑戰性：挑戰性也是由四個指標加以定義「尋求更多可能性、洞悉

理想與現實的差距、自雜亂中理出頭緒、深究複雜的問題與意念」，

依此指標為準，編製 15 題題目，其中 13題為自編題項，2 題取自

「威廉斯創造傾向量表」。 

在初次修編完成後，首先請 6 位大學生進行填寫，將問卷題目文意不清

處加以初步潤飾。接著以便利取樣的方式，針對 120 位政治大學學生進行量

表前測。 

 

(三) 進行預試，因素分析與信效度分析 

 

            根據上述方法編製，訂定出預試問卷，接著進行前測，前測對象為政治大

學不分系一到四年級大學生，共計一百二十位，有效問卷為一百一十五份，

回收率達 97％，預試問卷結果分析如下。 

    

    (1) 因素分析結果 

    預試結果，以 SPSS 進行因素分析後，根據以下原則將不適合之題目刪

除： 

     1. 除去該題，可提高內部一致性者(Cronbach’s α 值)者，則予以刪除。 

     2. 以因素分析中的最大變異法，進行初步的因素結構分析，以四個 

        因子個數進行強迫收斂，而在轉軸後的成分矩陣中，將因素負荷量 

        低於.300 的題目予以刪除（如表 5），以及容易造成混淆的不明題目 

        予以刪除。最後四個因子的因素負荷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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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預試因素分析-轉軸後的成分矩陣 

 成份 

  1 2 3 4 

C_49 .692.692.692.692    .005 .237 -.052 

C_10 .690.690.690.690    .224 -.149 .102 

C_37 .655.655.655.655    .024 .185 -.005 

C_14 .650.650.650.650    .063 .055 .152 

C_23 .645.645.645.645    -.066 .153 .179 

C_30 .604.604.604.604    .175 .125 -.033 

C_48 .553.553.553.553    .273 .234 -.053 

C_13 .552.552.552.552    .137 .090 .277 

C_16 .503.503.503.503    .327 .284 .182 

C_1 .418.418.418.418    -.048 .321 .242 

C_34 .407.407.407.407    .383 .368 -.038 

C_35 -.080 .697.697.697.697    .241 -.089 

C_44 -.014 .630.630.630.630    .074 .332 

C_58 .194 .559.559.559.559    .301 .071 

C_28 .406 .527.527.527.527    .196 .119 

C_53 .136 .510.510.510.510    -.074 .370 

C_50 .152 .504.504.504.504    .068 .202 

C_57 -.036 ----.470.470.470.470    -.060 -.037 

C_46 -.267 ----.432.432.432.432    -.188 -.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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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預試因素分析-轉軸後的成分矩陣(續) 

 

 

 

 

 

 

 

 

    

 

 

  

 

 

 

 

 

 

 

 

 

 

 

 

 

C_39 .274 .422.422.422.422    .391 .003 

C_52 .142 .327.327.327.327    .054 .291 

C_59 .109 .080 .624.624.624.624    .304 

C_40 .192 .211 .616.616.616.616    .096 

C_2 .227 .282 .596.596.596.596    -.017 

C_3 .086 .122 .554.554.554.554    .012 

C_33 .245 .171 .552.552.552.552    -.110 

C_60 .183 .042 .537.537.537.537    .316 

C_47 .296 .129 .503.503.503.503    .271 

C_6 -.015 .328 ----.347.347.347.347    -.321 

C_38 -.071 .275 .315.315.315.315    .252 

C_19 -.189 .029 -.099 ----.708.708.708.708    

C_41 -.181 -.314 .112 ----.587.587.587.587    

C_9 -.194 -.065 -.314 ----.560.560.560.560    

C_51 -.076 .086 -.122 ----.528.528.528.528    

C_17 .192 .260 .114 .483.483.483.483    

C_11 .216 -.224 -.060 ----.373.373.373.373    

C_26 .053 .155 .084 .370.370.370.370    

C_4 -.104 .184 -.249 .351.351.351.351    

C_45 -.174 .022 .319 .333.333.33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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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預試因素分析結果，選出「創造力情意量表」的題目，如下表 6： 

 

表 6 「創造力情意量表」預試後題目 

 

 

 

 

成成成成    

份份份份    

一一一一    

1. 在學校裡，我喜歡試著對事情做猜測，即使不一定猜對也無所謂。 

10.我喜歡想一些不曾發生在我身上發生過的事。 

13.畢業之後，我想做一些別人從沒做過的工作。 

14.我常想自己編一首新歌。 

16.在團體中，我喜歡想一些新點子，即使用不著也無所謂。 

23.當我看到一張陌生人的照片時，我喜歡猜測他是怎樣的一個人。 

30.當我讀小說或看電影時，我喜歡把自己想成故事中的人物。 

34.對於任何想像的事物，我都能在心中形成具體的圖像。 

37.在家的時候，我會想一些非現實的事情而出了神。 

48.對於一件事情，我常會先加以猜測，然後再看是不是猜對了。 

49.我喜歡翻箱倒櫃，看看有些什麼東西在裡面。 

 

 

 

成成成成    

份份份份    

二二二二    

28.即使夢想與現實還有一段很大的差距，我也不會放棄。 

35.如果遇到難題，我能夠一步一步按步驟處理 

39.若學習上遇到我無法解決的難題，那麼我會興奮地想知道真相。 

44.在從事每份兼職工作時，我都希望能了解公司背後的運作。 

46.工作地方的上司要我去做什麼，我不會去猜測背後的原因。 

50.打工時做錯事，我會主動承認自己的失誤。 

52.我明白現在的兼職工作是為未來增加經驗，不會將它當成永遠的工作。 

53.我願意主動和形形色色的人交朋友。 

57.若別人不贊同我的意見，我就會放棄自己的想法而接受他人的。 

58.遇到難以突破的事情時，我願意試著去做做看，失敗也無所謂 

成成成成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    

2. 我喜歡仔細觀察我沒看過的東西，以了解詳細的情形。 

3. 在唸書時，就算找到了解決問題的方法，我也會再另外找答案。 

6. 在我住的地方，我喜歡把每樣東西放在固定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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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創造力情意量表」預試後題目(續) 

成成成成    

份份份份    

三三三三    

 

33.我像個偵探，喜歡抽絲剝繭找出事情的真相。 

38.我習慣在上課中發表意見。 

40.即使是老師所教的，我仍然會思考是否有不同的可能性。 

47.在腦力激盪要想些新主意時，我都能提供許多嶄新的想法。 

59.越是複雜難解的議題，我越能有動力去思考研究。 

60.走在路上，我會停下腳步去觀察路人或周遭景物的樣子。 

 

 

 

成成成成    

份份份份    

四四四四    

 

 

 

4. 我喜歡幻想一些我想知道或想做的事。 

9. 在處理社團事務時，我喜歡用相同的方法做事情，不喜歡去找其它新的 

方法。 

11.我認為所有的問題都有固定的答案。 

17. 我希望能盡量去嘗試不同類型的兼職工作。 

19. 在兼職工作中，遇到沒有人會做的工作，我也不會想要去試試。 

26. 不論在學校或家裡，我都不喜歡有太多的規則限制。 

41. 在學習時，我喜歡解決問題，即使沒有正確答案也沒關係。 

45. 考試時，我比較喜歡開放式問題，勝過封閉式問題。 

51. 我不喜歡去從事我不擅長或不熟悉的工作。 

 

    (2)因素命名 

    依照上述因素分析步驟，經篩選過後選取題目，共 39 題，根據原先所設

定之四個項目，將之整理分類如下（表 7）： 

    成分一之中，除第 1,48,49 題以外，其餘題目皆屬於原先想像力構念之

題目，而參酌過其餘題目內容，第 1 題為喜歡對著事物做猜測；第 48 題會先

對事情加以猜測再看是否正確；49 題為喜歡翻箱倒櫃看有什麼東西在裡面，

認為這三題歸類於想像力亦較為適合，因此成份一即訂定為「想像力」。 

    成份二之中，第 28 題、35 題、50題、52 題、58 題分別為即使與現實有

差距也不會放棄、遇到難題願意一步步加以處理、知道打工就現實狀況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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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長久、願意主動承認自己的失誤、遇到困難題目會去努力失敗也無妨，

這些即為冒險性的構念中描述的「勇於面對失敗與批評、在缺乏結構的情境

中完成任務」，第 39、44、46、53 題則分別為在學習上遇到未知的難題會想

知道真相、希望了解工作的公司背後運作情形、會去猜測他人指令背後的原

因、願意和不同的人交朋友，而這種希望了解與自己相關卻未知事情的態度，

正為冒險性中的「敢加以猜測」構念，因此，將成份二定為「冒險性」。 

       成份三之中，可依照其題目的內涵而歸類出主要的構念：第 2 題為喜歡

仔細觀察並了解詳情；第 3題是即使有方法，仍然會主動尋找其它答案；第

6 題則是不喜歡變動；第 33 題是會像偵探般找出問題真相；第 38 題是會主

動呈現出自己的意見；40題為尋找思考不同可能；47題則認為自己有許多新

的主意並願意呈現出；59題則是喜歡去研究複雜問題；60 題是對週遭事物關

心而去觀察。因此，成份三主要的構念便可以歸類為「主動尋找其它可能、

喜好觀察人事物的狀態、主動呈現自己的想法、喜愛研究找出複雜問題真相」。

而與原先的好奇心構念相符合：「富有追根究底的精神、樂於接觸撲朔迷離的

情境、肯深入思索事物的奧妙」。因此將成份三訂定為「好奇心」。 

    成份四之中，第 9,11,19,41 題是屬於原分類中挑戰性的構念，並且題目

原意皆屬於”嘗試挑戰不同事物”，而其它 4,17,26,45,51 的題目則分屬不

同之構念，但究其餘這些題目之內涵，第 4 題為想像自己想做的事；第 17 題

是希望能嘗試不同兼職工作；26 題是不希望有太多限制；45 題是較喜歡沒有

限制的題目；51題是不喜歡嘗試不擅長的工作。因此在成分四的題目中，其

組成構念多為「嘗試挑戰不同事物、不希望被侷限」，而與原先設定的挑戰性

構念相符合：「尋求更多可能性、深究複雜的問題與意念」，故成分四此類別

定為「挑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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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成份與各成份之題目 

四大成分 代表題目 

成份一【想像力】 第 1,10,13,14,16,23,30,34,37,48,49,題，

共 11 題 

成份二【冒險性】 第 28,35,39,44,46,50,52,53,57,58,題，共

10 題 

成份三【好奇心】 第 2,3,6,33,38,40,47,59,60 題，共 9題 

成份四【挑戰性】 第 4,9,11,17,19,26,41,45,51 題，共 9 題 

 

    (3) 「創造力情意量表」信度 

    首先，依照四個不同成分進行信度分析，則得到量表中各成分之

Cronbach’s α 值為：(1)想像力：.85；(2)冒險性：.79；(3)好奇心：.66；(4)

挑戰性：.62，而合計題數為 39 題。 

 

表 8 「創造力情意量表」信度分析結果 

成份名稱 試    題 Cronbach’s α 題   數 

想像力 1,10,13,14,16,23,30,34,37,48,49, .85 11 

冒險性 28,35,39,44,46,50,52,53,57,58 .79 10 

好奇心 2,3,33,38,40,47,59,60 .77 8 

挑戰性 9,11,17,19,26,41,45,51 .69 8 

總量表  .90 37 

合計題數： 37 

 

    接著挑選刪除後增加整體信度的題目。在想像力題組之中，保留所有題

目；在冒險性題組之中，亦保留所有題目；在好奇心題目中，則刪除第 6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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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信度提高為.775。最後在挑戰性題目中，刪除第 4 題後，則信度變為.69。

合計題目為 38 題，如表 8所示，「創造力情意量表」整體信度為.90。 

 

    (4) 建立「創造力情意量表」效度 

    初步題目共計六十題，預試過後，經因素分析與信度分析篩選後，正式

量表為 37 題，在建立後，最後研究者尋找對這個領域(包含心裡測驗與創造

傾向)熟悉的學者教授檢視過題目，依其建議修改，建立專家效度。 

 

   ((((四四四四))))正式正式正式正式施測施測施測施測    

 

    在本研究自編的「創造力情意量表」中，於前測過後，經專家建議 

增添 4題，以整份問卷共 41 題進行正式施測。而後再經正式量表因素分析刪

除兩題，成為一份總題數 39 題的「創造力情意量表」(見附件二)。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實施程序實施程序實施程序實施程序    

 

本研究先蒐集相關文獻，加以閱讀整理與分析。並擬定初步研究架構與

撰寫研究計畫。確定研究工具之後，在「依附風格量表」方面，取得原編者

的同意；並依據威廉斯所定義的創造力情意因素，編製「創造力情意量表」，

然後先行在政治大學校內進行初步訪談與預試量表前測，並將預試問卷回收，

依因素分析與信度分析結果加以修改，然後將預試問卷給予專家加以修正建

立效度，形成正式量表。 

正式問卷完成後，研究者接洽欲抽樣的學校，發放正式問卷施測。正式

問卷收回後，研究者親自篩選問卷，排除無效問卷，並計分統計與登錄，使

用統計分析軟體 SPSS 進行資料分析，考驗研究假設，再依統計分析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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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研究結果，並提出建議與討論。 

 

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        資料處理資料處理資料處理資料處理    

 

    本研究分別以下列統計方法進行資料處理，以驗證各項研究假設： 

 

一一一一、、、、因素分析因素分析因素分析因素分析    

 

針對本研究所使用的研究工具「創造力情意量表」進行因素分析，以探

求適當的因子。 

 

二二二二、、、、信度分析信度分析信度分析信度分析    

     

針對本研究所修訂之「創造力情意量表」，分別針對各分部份與整體，以

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 係數進行信度分析。 

 

三三三三、、、、卡方卡方卡方卡方考驗考驗考驗考驗    

 

以卡方考驗探討不同性別大學生在依附風格類型上是否具有差異性。 

 

四四四四、、、、變異數分析變異數分析變異數分析變異數分析 

 

    以雙因子變異數分析，分別考驗不同依附風格與不同性別大學生，在創

造力情意之交互作用影響，並了解依附風格與性別，對創造力情意的單純主

要效果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