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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本章目的在於呈現本研究資料分析所獲得的結果。全章共分為四節， 

第一節為研究新編測量工具：「創造力情意量表」之因素分析、信度分析與

相關結果；第二節為研究之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第三節為不同性別大學生

在依附風格之差異分析；第四節為依附風格與性別對創造力情意因素之變異

數分析結果。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測量工具之因素分析研究測量工具之因素分析研究測量工具之因素分析研究測量工具之因素分析、、、、信度分析信度分析信度分析信度分析與相關與相關與相關與相關結果結果結果結果    

    

    在第三章之中，已經對於前測進行因素分析與信度分析，然而為求測量

工具的品質，並且確保一致性，建立良好的題目與信度。本章第一節將以正

式的研究對象為樣本，進行「創造力情意量表」之因素分析與信度分析。以

下將針對因素分析、信度分析與各量表相關結果進行說明，說明如下： 

 

(一) 創造力情意量表因素分析結果 

 

    正式施測之「創造力情意量表」經因素分析後，刪減於各因素的因素負

荷量皆未達.300，共有兩題，為第三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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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第三十五題(我願意主動和形形色色的人交朋友)。

其餘各題目之因素負荷量摘要表如下表 9。 

    由表 10 可知，創造力情意量表中「想像力」因素題目，皆與原先該因素

構念相同，但原先屬於「挑戰性」因素的題目：「不論在學校或家裡，我都不

喜歡有太多的規則限制。」，與原屬於「好奇心」因素的題目：「走在路上，

我會停下腳步去觀察路人或周遭景物的樣子」，此兩題收斂於「想像力」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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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中。「想像力」構念中所有試題的因素負荷量皆在.331 到.730 之間。 

    在「好奇心」因素的題目中，大部分題目皆與該因素構念相同，唯有「考

試時，我比較喜歡開放式問題，勝過封閉式問題」此題，原先屬於「挑戰性」

因素，卻收斂於「好奇心」因素中。在「好奇心」構念中所有試題的因素負

荷量皆在.301 到.680 之間。 

    在「冒險性」因素題目中，原先屬於「好奇心」的兩題：「我喜歡仔細觀

察我沒看過的東西，以了解詳細的情形。」、「我像個偵探，喜歡抽絲剝繭找

出事情的真相。」，因素分析後卻收斂於「冒險性」中。而其餘題目皆與原因

素相同。「冒險性」構念中所有試題的因素負荷量皆在.344 到.704 之間。 

    最後在「挑戰性」因素題目中，除了原屬於「冒險性」的題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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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斂於「挑戰性」

因素，其餘皆與預試「挑戰性」因素相同。「挑戰性」構念中所有試題的因素

負荷量皆在.300 到.623 之間。 

 

表 9 「創造力情意量表」因素分析摘要表 

因素 題目 負荷量 

想像力 7 我喜歡想一些不曾發生在我身上發生過的事。 .730 

21 在家的時候，我會想一些非現實的事情而出了神。 .606 

11 在團體中，我喜歡想一些新點子，即使用不著也無所謂。 .583 

17 當我讀小說或看電影時，我喜歡把自己想成故事中的人物。 .52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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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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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3 

31 我喜歡翻箱倒櫃，看看有些什麼東西在裡面。 .491 

19 對於任何想像的事物，我都能在心中形成具體的圖像。 .437 

10 我常想自己編一首新歌。 .415 

30 對於一件事情，我常會先加以猜測，然後再看是不是猜對了。 .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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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創造力情意量表」因素分析摘要表(續) 

 9 畢業之後，我想做一些別人從沒做過的工作。 .331 

15 不論在學校或家裡，我都不喜歡有太多的規則限制。 .432 

5 走在路上，我會停下腳步去觀察路人或周遭景物的樣子。 .419 

好奇心 22 我習慣在上課中發表意見。 .680 

39 我是個好奇又好問的人。 .569 

29 在腦力激盪要想些新主意時，我都能提供許多嶄新的想法。 .567 

25 在學習時，我喜歡解決問題，即使沒有正確答案也沒關係。 .491 

24 即使是老師所教的，我仍然會思考是否有不同的可能性。 .461 

37 越是複雜難解的議題，我越能有動力去思考研究。 .360 

40 如果有足夠的時間，我相信我會解決所有的問題。 .301 

27 考試時，我比較喜歡開放式問題，勝過封閉式問題。 .360 

冒險性 38 我在做決定之前，會分析各種方法，再決定自己要用那種方法。 .704 

20 如果遇到難題，我能夠一步一步按步驟處理。 .599 

41 做功課時，我喜歡參考各種不同資料，以便得到多方面的了解。 .571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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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 

26 在從事每份兼職工作時，我都希望能了解公司背後的運作。 .413 

32 打工時做錯事，我會主動承認自己的失誤。 .407 

16 即使夢想與現實還有一段很大的差距，我也不會放棄。 .34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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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2 我喜歡仔細觀察我沒看過的東西，以了解詳細的情形。 .347 

18 我像個偵探，喜歡抽絲剝繭找出事情的真相。 .531 

挑戰性 8 我認為所有的問題都有固定的答案。 .623 

6 在處理團體事務時，我喜歡用相同的方法做事情，不喜歡去找新 

  的方法。 

.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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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創造力情意量表」因素分析摘要表(續) 

挑戰性 33 我不喜歡去從事我不擅長或不熟悉的工作。 .545 

28 工作地方的上司要我去做什麼，我不會去猜測背後的原因。 .496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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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8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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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8 

12 我希望能盡量嘗試不同類型的兼職工作。 .30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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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 

累積解釋變異量                                                 40.72％ 

 

(二) 創造力情意量表信度分析結果 

 

    由表 10 可知，本研究所使用的「創造力情意量表」，其各因素的內部一

致性信度 Cronbach’s α 值介於 .628~.792 之間。而創造力情意量表整體的內

部一致性信度信度 Cronbach’s α 值則為 .892。 

 

表 10正式施測「創造力情意量表」之信度係數 

因素名稱 Cronbach’s α 值 

想像力 .789 

好奇心 .792 

冒險性 .747 

挑戰性 .628 

創造力情意量表(整體) .893 

 

(三) 創造力情意各量表相關結果 

 

    研究之「創造力情意量表」各量表相關程度，如下表 11的 Pearson 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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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各因素之間的相關程度介於.355 到.673 之間，好奇心與冒險性之間的

相關為最高，想像力與挑戰性的相關則為最低，但分因素間皆呈現顯著的中

等相關，顯示各概念之間一致性甚高。 

 

表 11 創造力情意量表各因素之相關係數矩陣 

 想像力 好奇心 冒險性 挑戰性 

想像力  .553** .520** .355** 

好奇心   .673** .431** 

冒險性    .413** 

挑戰性     

**p<.01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之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之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之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之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 

 

    本節內容為研究調查背景變項之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以及依附風格量

表與創造力情意量表各分量表之描述性分析結果。 

 

壹壹壹壹、、、、背景變項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背景變項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背景變項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背景變項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    

 

    由表 12 可知，本研究結果在背景變項的部分，「性別」此變項，男生佔

36.5％，女生佔 63％，由女生佔較大多數。而在「年級」變項中，大一到大

二歸類為低年級，所佔的比例為 44.3％，大三以上則歸類為高年級，比例為

55.2％。最後，在「學院別」的部分，佔 10%以上的有社會科學院(27.6％)、

理工學院(22.3％)、商學院(19.2％)、文學院(10.8％)、教育學院(10.0％)，

其餘學院的比例皆在 3％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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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樣本之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 

背景變項 類別 人數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性別 男 135 36.5%  

女 233 63.0% 99.5% 

年級 低年級(大 1、大 2)  164 44.3%  

高年級(大 3、大 4、大 5) 204 55.2% 99.5% 

學院別 社會科學院 102 27.6%  

理工學院 82 22.3%  

商學院(與管理學院) 71 19.2%  

文學院 40 10.8%  

教育學院 37 10.0%  

生命科學院(與公衛學院) 11 2.9%  

資電學院 6 1.6%  

農學院 6 1.6%  

其他(設計學院、音樂學院等) 14 3.8% 99.8% 

註：學院人數不滿 5人則省略，包括：傳播學院、國際事務學院等。 

 

貳貳貳貳、、、、「「「「依附風格依附風格依附風格依附風格」」」」與與與與「「「「創造力情意因素創造力情意因素創造力情意因素創造力情意因素」」」」各分量表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各分量表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各分量表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各分量表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    

 

(一) 依附風格量表 

 

    由表 13 可知，逃避依附型、矛盾依附型與安全依附型，分別佔了總人數

之 19.9％、37.6％、42.5％。顯示在大學生建立的依附型態中，最少人屬於

逃避依附型，矛盾依附型居次的約佔了三分之一，而安全依附型則是佔大多

數，約莫佔了一半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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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依附風格量表之描述性統計分析 

因素名稱 人數 百分比 各性別人數 各性別百分比 

逃避依附 73 人 19.9％ 男 19 人 14.0％ 

女 51 人 21.9％ 

矛盾依附 138 人 37.6％ 男 55 人 40.7％ 

女 69 人 29.6％ 

安全依附 156 人 42.5％ 男 52 人 38.5％ 

女 99 人 42.4％ 

 

    在性別部份，由表 13 可知，女性逃避依附型與矛盾依附型人數比例大致

相同。但男性則與女性不同，矛盾依附型的男性多過於逃避依附型。而安全

依附型在男女性所佔之比例則大致相同。 

 

(二) 創造力情意量表 

 

比較創造力情意因素中四個分向度的平均數與標準差。由表 14 可知，四

個向度的平均數皆在 2.5 以上，整體平均數偏向認為題目之選項是符合自己

的，顯示大學生認為自己是具備創造力的態度與傾向的，而其中又以「想像

力」與「冒險性」平均數較高，顯示在對創造力的態度上，大學生認為自己

是較具有想像力，以及有冒險的精神。而「好奇心」平均數最低，標準差又

最大，表示在大學生對創造力的態度中，不一定認為自己具備好奇心，並且

個別差異也較明顯，可能是好奇心在大學生之中，呈現出較為極端的差異。 

    至於性別部份，男大學生在想像力、好奇心、冒險性的平均分數皆大於

女大學生，但男大學生的標準差在所有創造力因素上也大於女大學生，顯示

男大學生在創造力的態度是變異較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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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創造力情意量表各因素的題平均數與標準差 

各因素名稱 題平均數 標準差 

 男   女    全部       男      女     全部 

想像力 2.97 2.92 2.92 .41 .40 .41 

好奇心 2.79 2.63 2.70 .47 .44 .46 

冒險性 2.94 2.88 2.94 .40 .37 .36 

挑戰性 2.76 2.77 2.75 .38 ,35 .37 

創造力情意 2.87 2.80 2.83 .33 .31 .32 

  

(三)創造力情意量表各題平均數 

 

    創造力情意量表各分量表題目之最高與最低平均數，如表 15 所列。所有

題目之平均數介於 2.12 至 3.27 之間，最高平均為第十五題(不論在學校或家

裡，我都不喜歡有太多的規則限制)，屬於想像力題組，最低平均則是第二十二

題(我習慣在上課中發表意見)，屬於好奇心題組。最高分題平均皆在 2.98 以

上，最低分題則低於 2.74。 

 

表 15 各分量表之最高與最低平均數 

因素  題目 平均 

想 

像 

力 

最高 15 不論在學校或家裡，我都不喜歡有太多的規則限制 3.273.273.273.27    

最低 10 我常想自己編一首新歌 2.50 

好 

奇 

心 

最高 

最低 

40 如果有足夠的時間，我相信我會解決所有的問題 2.98 

22 我習慣在上課中發表意見。 2.122.122.12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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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各分量表之最高與最低平均數(續) 

冒 

險 

性 

最高 

最低 

2 我喜歡仔細觀察我沒看過的東西，以了解詳細的情形 3.13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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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挑 

戰 

性 

最高 8 我認為所有的問題都有固定的答案。 3.10 

最低 33 我不喜歡去從事我不擅長或不熟悉的工作 2.36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不同性別大學生不同性別大學生不同性別大學生不同性別大學生在依附風格之差異分析在依附風格之差異分析在依附風格之差異分析在依附風格之差異分析    

 

    本節為不同性別大學生在依附風格之差異分析。為分析不同性別的大學

生在依附風格類型上是否有差異存在，本研究以卡方檢定來進行考驗，並以

Bonferroni 校正比例 Z檢定進行事後比較。不同性別大學生在依附風格類型

差異之統計考驗結果詳見表 16、表 17。 

    如表 16 所示，不同性別的大學生在依附風格的類型有顯著差異(χ²

=9.867，p<.05)。表示大學生的依附風格會因為性別而有所不同，進而探究

是哪些組別產生差異，依表 17 所示，經 Bonferroni 校正比例 Z 檢定進行卡

方事後比較得知，在男性中(A¹)，矛盾依附型(43.5％)所佔的比例顯著多於

逃避依附型者(27.4％)；但在女性之中(B²)，則是逃避依附型(72.6％)的比

例顯著多於矛盾依附型(53.6％)。依前者結果，大學男生的不安全依附較多

是屬於矛盾依附型的，並且在三個依附風格中，也是以矛盾依附型所佔的比

例為最多，顯示較多大學男生在面對陌生的環境或事物時，呈現既期待卻又

害怕的心態，較缺乏自信又希望對事物或環境能加以控制。而後者的大學女

生則是逃避依附型的比例顯著高於矛盾依附性，和大學男生正好相反，表示

大學女生在面對陌生的環境或事物時，呈現害怕受傷害與不願靠近的態度，

而逃離新的刺激，有著極大的不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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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若從依附風格面向來看，如表 17 所顯示，在矛盾依附型中(D³)，

男性(45.5％)所佔的比例顯著高於女性(32.2％)。即為大學生中，矛盾依附

型的男生是顯著多於女生的，表示男生較多為矛盾依附型，在面對新的挑戰

與刺激時，會以矛盾猶豫的方式來應對。 

 

表 16 不同性別之大學生，在依附風格類型之卡方檢定 

  逃避依附 矛盾依附 安全依附 卡方檢定值 顯著性 

男性 個數 20 60 52 9.867 .043* 

依附類型％ 27.4％ 43.5％ 33.1％ 

性別內％ 15.2％ 45.5％ 39.4％ 

女性 個數 53 74 103 

依附類型％ 72.6％ 53.6％ 65.6％ 

性別內％ 23.0％ 32.2％ 44.8％ 

*p<.05 
 

表 17 不同性別之大學生在依附風格類型之 Bonferroni 比例欄比例 Z檢定 

 依附類型 

A 逃避依附 B 矛盾依附 C 安全依附 

性別 男 C      A¹、D³  

性別 女 D B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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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四四四四節節節節    依附風格依附風格依附風格依附風格與性別與性別與性別與性別對創造力情意因素之對創造力情意因素之對創造力情意因素之對創造力情意因素之變異數分析變異數分析變異數分析變異數分析 

 

    為了探討大學生依附風格與性別，對創造力情意的作用情形，本研究根

據正式施測樣本，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的統計方法，分別分析不同依附風格：

「逃避依附型」、「矛盾依附型」、「安全依附型」與不同性別：「男性」、「女性」

大學生，在整個「創造力情意因素」的總分是否有所差異，以及在其四個創

造力情意因素「想像力」、「好奇心」、「冒險性」、「挑戰性」分數上是否有所

差異，若達顯著，則採 Tukey 法進行事後比較，來了解哪些組別有所差異。

接著並以雙因子變異數分析，了解「性別」與「依附風格」，對創造力情意各

因素的影響。結果分述如下： 

 

壹壹壹壹、、、、依附風格與依附風格與依附風格與依附風格與性別性別性別性別，，，，對對對對創造力情意創造力情意創造力情意創造力情意總分總分總分總分之之之之差異差異差異差異    

 

    本段為三個依附風格類型：「逃避依附型」、「矛盾依附型」、「安全依附型」

與性別變項：「男性」、「女性」，在創造力情意的總分之變異數分析結果： 

 

表 18 依附風格與性別，對創造力情意總分之變異數分析表 

因子 變異來源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顯著性 

依附風格 組間 2 955.240 6.672*** .001*** 

組內 342 143.179   

總和 344    

性別 組間 1 432.598 2.924 .088 

組內 345 147.955   

總和 346    

依附風格*性別                   2 135.345 .516  .597 

***p<.001 



75 

 

表 19 依附風格對創造力情意總分之事後檢定結果 

依附風格 逃避依附型 矛盾依附型 安全依附型 

逃避依附型(103.63) ___________        *      * 

矛盾依附型(107.83)      __________  

安全依附型(109.95)       __________ 

註：*是指兩個類別有顯著差異存在 

 

    由表 18 可知，「逃避依附型」、「矛盾依附型」與「安全依附型」三組的

大學生，在創造力情意的總分是有顯著差異的(F=6.672，p< .001)。意即不

同依附風格的大學生，在運用及從事創造力的態度與傾向上是有差異存在的。

並且此差異是極為顯著的。 

    再使用 Tukey 法進行事後檢定發現，如同表 19 所表示，「矛盾依附型」

組在創造力情意的總分上，是顯著高於「逃避依附型」的；「安全依附型」在

創造力情意的總分上，也是顯著高於「逃避依附型」的。唯「矛盾依附型」

與「安全依附型」大學生在創造力情意的總分上並無差異存在。意即「逃避

依附型」的大學生相較於其他兩型，態度上較不願意使用創造力，可能會對

於新奇的刺激與陌生的事物有害怕或擔心，有不願冒險與挑戰的傾向。但同

樣為非安全依附的「矛盾依附型」大學生，亦與「逃避依附型」大學生有顯

著差異。 

    由表 18 亦可知，不同性別的大學生在想像力的總分未達顯著差異

（F=2.924，p＞.05），表示性別的不同對於想像力的態度，整體來說是沒有

顯著差異的。且依「依附風格」與「性別」對創造力情意的雙因子變異數分

析結果，可知「依附風格」與「性別」的交互作用效果並未達顯著(F=.515，

p>.05)，顯示此兩因子對創造力的情意面向並未有交互作用影響，而僅只有

單純「依附風格」變項會對創造力情意產生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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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依附風格與依附風格與依附風格與依附風格與想像力之想像力之想像力之想像力之變異數分析變異數分析變異數分析變異數分析    

 

    本段為三個依附類型：「逃避依附型」、「矛盾依附型」、「安全依附型」與

性別變項：「男性」、「女性」，在創造力情意因素：「想像力」的得分是否有所

差異，以及「依附風格」與「性別」，對「想像力」情意因素之交互作用影響。

以下說明統計分析結果： 

 

表 20依附風格與性別，對想像力之變異數分析表 

因子 變異來源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顯著性 

依附風格 組間 2 67.180 2.454 .087 

組內 356 27.373   

總和 358    

性別 組間 1 35.310 1.279 .259 

組內 357 27.610   

總和 358    

依附風格*性別                    2 .045 .428 .652 

    

    由表 20 可知，「逃避依附型」、「矛盾依附型」與「安全依附型」三組的

大學生，在想像力層面並未有顯著差異(F=2.454，p> .05)。意即不同依附風

格的大學生，在從事想像的行為與想像的態度等情意面向上，並不具有顯著

差異。 

   不同性別的大學生在想像力的總分亦未達顯著差異（F=1.279，p＞.05），

意即大學生在創造力之中的想像力面向，並不會因為性別的不同而有差異。 

   最後，由「依附風格」與「性別」對「想像力」的雙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

可知「依附風格」與「性別」的交互作用效果並未達顯著(F=.428，p>.05)，

顯示此兩因子對創造力的情意面向並未有交互作用影響。意即「依附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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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性別」的不同，在想像力中皆未產生顯著差異，其交互作用結果亦同。 

 

參參參參、、、、依附風格與依附風格與依附風格與依附風格與好奇心好奇心好奇心好奇心之之之之變異數分析變異數分析變異數分析變異數分析    

 

    本段為三個依附類型：「逃避依附型」、「矛盾依附型」、「安全依附型」與

性別變項：「男性」、「女性」，在創造力情意因素：「好奇心」的得分是否有所

差異，以及「依附風格」與「性別」對「好奇心」情意因素之交互作用影響。

以下說明統計分析結果： 

 

表 21依附風格與性別，對好奇心之變異數分析表 

因子 變異來源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顯著性 

依附風格 組間 2 145.439 11.288 .000*** 

組內 359 12.885   

總和 361    

性別 組間 1 133.068 10.173 .002** 

組內 356 13.080   

總和 357    

依附風格*性別    2 .015 .170 .916 

** p<.01 ***p<.001 

 

    由表 21 可知，「逃避依附型」、「矛盾依附型」與「安全依附型」三組的

大學生，在好奇心層面有顯著差異存在(F=11.288，p< .001)。意即三個組別

的大學生，在自評所擁有的好奇心態度與運用好奇心傾向的情意面向上，是

會因為依附風格不同而有極大差異的。 

 

 



78 

 

表 22 依附風格對好奇心總分之事後檢定 

依附風格 逃避依附型 矛盾依附型 安全依附型 

逃避依附型(19.99) ___________        *      * 

矛盾依附型(21.26)      __________  

安全依附型(22.38)       __________ 

註：*是指兩個類別有顯著差異存在 

表 23性別對好奇心總分之事後檢定 

性別 男大學生 女大學生 

男大學生(22.31) ___________         

女大學生(21.04)     * __________ 

註：*是指兩個類別有顯著差異存在 

    接著，用 Tukey 法進行事後比較，如表 22 所顯示，「安全依附型」與「矛

盾依附型」的大學生，在好奇心層面的分數顯著高於「逃避依附型」的大學

生。意即前兩種依附型態之大學生，相較於「逃避依附型」，在好奇心層面中，

更認為自己具備好奇的精神，願意使用好奇的態度來看待周遭事物，並傾向

使用好奇心來探究不熟悉或已知的事物。 

    在「性別」部分，由表 21 可知，不同性別的大學生在好奇心的總分達顯

著差異(F=10.173，p<.01)，而由表 23 的事後檢定可知，男生在好奇心的總

分上顯著高於女生，表示大學男生在創造力層面中，自我評估是較具有好奇

心的、喜愛去探索不了解的事物，而女生則相對而言是較低的，相對於男生，

較不願意探索未知的事物，亦較少有探究撲朔迷離事物的傾向。而使得不同

性別在好奇心中有顯著差異。 

    但是由表 21的「依附風格」與「性別」，對「想像力」的雙因子變異數

分析結果可知，「依附風格」與「性別」的交互作用效果並未達顯著(F=.170，

p>.05)，顯示「依附風格」與「性別」的不同，各自會使好奇心產生差異，

但兩者並未有交互作用影響，而是獨自產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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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依附風格與依附風格與依附風格與依附風格與冒險性之冒險性之冒險性之冒險性之變異數分析變異數分析變異數分析變異數分析    

 

    本段為依附類型：「逃避依附型」、「矛盾依附型」、「安全依附型」與性別

變項：「男性」、「女性」，在創造力情意因素：「冒險性」的得分是否有所差異，

以及「依附風格」與「性別」對「冒險性」之交互作用影響： 

 

表 24依附風格與性別，對冒險性之變異數分析表 

因子 變異來源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顯著性 

依附風格 組間 2 56.316 4.748 .009** 

組內 359 11.861   

總和 361    

性別 組間 1 22.754 1.906 .168 

組內 358 11.936   

總和 359    

依附風格*性別                    2  .087 .865 .422 

** p<.01  

    由表 24 可知，「逃避依附型」、「矛盾依附型」與「安全依附型」三組，

在冒險性層面有顯著差異存在(F=4.748，p< .01)。意即三個組別的大學生，

在冒險的態度與精神等情意層面，是會依不同的依附風格而有所差異的。 

 

表 25 依附風格對冒險性總分之事後檢定 

依附風格 逃避依附型 矛盾依附型 安全依附型 

逃避依附型(34.04) ___________              * 

矛盾依附型(35.08)      __________  

安全依附型(36.15)       __________ 

註：*是指兩個類別有顯著差異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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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 Tukey 法進行事後比較，如表 25所顯示，「安全依附型」的大學生，

在冒險性層面的分數顯著高於「逃避依附型」大學生。意即在面對未知的事

物與挫折時，「安全依附型」大學生較「逃避依附型」來說，更具有猜測、嘗

試、實驗與面對批評的勇氣，而更擁有冒險的精神與意念。 

在「性別」變項部分，由表24可知，不同性別的大學生在冒險性的總分

未達顯著差異（F=1.906，p＞.05），意即大學生在創造力之中的冒險性面向，

並不會因為性別的不同而有顯著的差異。 

最後，由表 24的「依附風格」與「性別」對「冒險性」的雙因子變異數

分析結果可知，「依附風格」與「性別」的交互作用效果並未達顯著(F=.865，

p>.05)，顯示「依附風格」類型與「性別」的不同，並未有交互作用影響，

而只有「依附類型」此變項的不同，會於冒險性產生顯著差異。 

 

伍伍伍伍、、、、依附風格與依附風格與依附風格與依附風格與挑戰性之挑戰性之挑戰性之挑戰性之變異數分析變異數分析變異數分析變異數分析    

 

    本段為三個依附類型：「逃避依附型」、「矛盾依附型」、「安全依附型」與

性別變項：「男性」、「女性」，在創造力情意因素：「挑戰性」的得分是否有所

差異，以及「依附風格」與「性別」對「挑戰性」情意因素之交互作用影響。

以下說明統計分析結果： 

    由表 26 可知，「逃避依附型」、「矛盾依附型」與「安全依附型」三組的

大學生，在挑戰性層面有顯著差異存在(F=5.949，p< .01)。意即三個組別的

大學生，在嘗試挑戰的意願與態度等情意層面上，是會依不同的依附風格而

有所差異的。由於統計達顯著，因此使用 Tukey 法進行事後比較，結果如表

27所顯示，「安全依附型」的大學生，在挑戰性層面的分數顯著高於「逃避

依附型」大學生。意即在複雜問題或混亂情境時，「安全依附型」大學生比「逃

避依附型」更具有挑戰的精神與態度，願意尋找各種可能性，用有邏輯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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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來處理，更傾向於接受挑戰。 

 

表 26依附風格與性別，對挑戰性之變異數分析表 

因子 變異來源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顯著性 

依附風格 組間 2 49.280 5.949 .003** 

組內 356 8.284   

總和 358    

性別 組間 1 .553 .065 .799 

組內 357 8.492   

總和 358    

依附風格*性別                    2 .026 1.636 .196 

** p<.01 

表 27依附風格對挑戰性總分之事後檢定 

依附風格 逃避依附型 矛盾依附型 安全依附型 

逃避依附型(25.42) ___________              * 

矛盾依附型(25.78)      __________  

安全依附型(26.75)       __________ 

註：*是指兩個類別有顯著差異存在 

 

    在「性別」變項部分，由表 26可知，不同性別的大學生在挑戰性的總分

未達顯著差異（F=0.065，p＞.05），意即大學生在創造力之中的挑戰性面向，

並不會因為性別的不同而有顯著的差異。 

並且由表 26所示，「依附風格」與「性別」對「挑戰性」的雙因子變異

數分析結果，可知「依附風格」與「性別」的交互作用效果並未達顯著(F=.1.636，

p>.05)，顯示「依附風格」類型與「性別」的不同，未有交互作用影響，只

有「依附類型」此變項的不同，會在挑戰性產生顯著差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