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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討論與建議 

 

    本章依據本研究的文獻探討、研究方法，針對第四章統計分析結果做出

進一步的說明，並提出研究討論與建議。共分為兩個章節：第一節乃是針對

本研究的待答問題，依據統計結果，而歸納出研究結果的討論與結論；第二

節則是說明本研究的重要發現，同時提出建議與檢討，以作為未來後續研究、

創造力養成、諮商輔導之參考。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討論研究討論研究討論研究討論    

     

    本研究主要探討的為大學生依附風格與創造力情意因素之影響。因此在

本節中，將針對以下幾個面向加以討論：(一)新編量表：「創造力情意量表」

的因素分析、信度分析與相關情形；(二)大學生依附風格類型與創造力情意

之概況；(三)不同性別大學生，在依附風格類型之差異情形；(四)不同依附

風格與不同性別大學生，在創造力情意與創造力情意各因素之變異情形。茲

將本研究的重要發現分述如下： 

 

壹壹壹壹、、、、    新編量表新編量表新編量表新編量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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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素分析的因素分析的因素分析的因素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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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情形情形情形    

 

一、因素分析情形 

 

    根據正式施測之因素分析結果，在研究者新編之「創造力情意量表」中，

刪除了兩題因素負荷量未達.300的題目。而其餘的38題，皆大致能符合創造

力情意四因素：「想像力」、「好奇心」、「冒險性」、「挑戰性」的構念。整份社

交焦慮量表的累積解釋變異量為40.72％，以下將討論刪除題目與因素收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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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 

 

 (一)刪除之題目 

    根據正式施測之因素分析結果，在研究者新編之「創造力情意量表」中，

有三題因素負荷量於各因素皆未達.300，故予以刪除。如下表 28 所示： 

    

表 28 創造力情意量表刪除之題目 

題號 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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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我願意主動和形形色色的人交朋友。 

 

    第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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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先為「好奇心」因素之題目，但由於在各因素的因素負荷量均未達.300，

故予以刪除。推究其原因，認為本題題意描述不清，原先認為有好奇心者，

即使知道了問題解答，也會出於好奇心，尋找其他答案。但本題卻以「解決

問題的方法」與「答案」，兩個詞彙意義有所差異的詞，來形容同一個概念，

可能使受試者認為知道方法後，再去尋找答案，是個必然的過程而非出於好

奇。 

    第 35 題「我願意主動和形形色色的人交朋友。」，原為「冒險性」因素

之題目，由於在各因素的因素負荷量皆未達.300，故予以刪除。推究其原因，

此題原先假設與不同形式樣貌的人交朋友，為一種較為冒險的行為，但或許

交朋友此事，與實施創造力的態度及傾向有些許差異，並且冒險性乃是指能

夠在缺乏結構的情境中完成任務，或爲自己的意念辯護。而交朋友的行為本

身是自願的、心情上是較為愉悅的，因此是與冒險心態的構成有所牴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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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收斂於其他因素之題目 

    在正式因素分析結果中，大部分的題目皆符合原先的因素構念。惟各因

素中各有一至二題乃是因素收斂有所轉移，茲說明如下： 

 

表 29 創造力情意量表收斂於其他之題目 

原因素 題目 收斂因素 

挑戰性 不論在學校或家裡，我都不喜歡有太多的規則限制。 想像力 

好奇心 走在路上，我會停下腳步去觀察路人或周遭景物的樣子。 

挑戰性 考試時，我比較喜歡開放式問題，勝過封閉式問題。 好奇心 

好奇心 我喜歡仔細觀察我沒看過的東西，以了解詳細的情形。 冒險性 

 好奇心 我像個偵探，喜歡抽絲剝繭找出事情的真相。 

冒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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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戰性 

     

    轉移而收斂於「想像力」的題目有兩題，分別為「不論在學校或家裡，

我都不喜歡有太多的規則限制。」與「走在路上，我會停下腳步去觀察路人

或周遭景物的樣子。」。研究者推論，前題收斂於想像力的原因，可能是若有

規則限制本身，則會減損個人想像的空間，而沒有想像力的人通常在認知上

缺乏彈性且較封閉，不允許事物有較大的改變(林薇瑄，2003)。易言之，希

望能無拘束的進行想像，則無論在哪種場合，都不想要有太多的規則限制。

而後題「走在路上，我會停下腳步去觀察路人或周遭景物的樣子。」之所以

會收斂於想像力，研究者推論，想像行為乃是憑空進行超越現實限制的，個

體需要放鬆而無焦慮緊張，才能激發出想像力(蔡淑桂，1999)，而在路上停

下腳步是屬於放鬆的行為舉止，因此推論會歸因於想像力的範疇中。 

    唯一一題於因素分析後，收斂於「好奇心」的因素為「考試時，我比較

喜歡開放式問題，勝過封閉式問題。」原先認為開放式問題答案無法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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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較具備挑戰性，但或許對大學生來說，認為兩種題型皆為未知答案的考

試題目，而沒有挑戰性多寡的區別。反而是開放式的題目，不僅能夠啟發學

生思考，解題方法亦較有彈性和空間(香港教育統籌局，2008)，而這種多樣

選擇性可能因此會激發出學生的好奇心。 

    在因素分析後收斂於「冒險性」的兩題，皆為原先屬於「好奇心」的題

目。分別為「我喜歡仔細觀察我沒看過的東西，以了解詳細的情形。」與「我

像個偵探，喜歡抽絲剝繭找出事情的真相。」推論此兩題之所以會屬於冒險

性的原因，在於具冒險性者，本身喜愛嘗試、實驗與面對批評。觀察沒看過

的東西並了解實際情形，與抽絲剝繭找出事實真相的行為，雖然皆出自於好

奇心，但更重要的是能對於未知的事物，有去勇於嘗試的冒險精神，背後堅

持執著的信念是驅使個人願意向不清楚事物找尋的原因，而這正是冒險性的

表現。 

    最後，於因素分析後，收斂於「挑戰性」因素的唯一題目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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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論其原因，挑戰性

乃是指個體願意面對複雜難處理的問題，並且接受挑戰處理問題的能力，因

此遇到難以突破的問題時，當然願意去做看看，失敗了也視為必然的過程，

並不因此有太大的打擊，而更能冷靜清楚地面對挑戰。 

    總結以上因素分析結果，在進行因素分析後，本量表總計為 39題，想像

力 13 題、好奇心 8題、冒險性 10 題、挑戰性 8 題。由於正式施測後因素結

構仍有些許的不穩定，且好奇心題目與挑戰性題目相對較少，這些可改進之

處希冀能在後續研究中繼續進行。 

 

  二、信度分析與相關情形 

 

    根據信度分析結果，正式創造力情意量表之各因素Cronbach’s α值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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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628 ~.792之間，分別為想像力.789；好奇心.792；冒險性.747；挑戰性.628，

而整份創造力情意量表的Cronbach’s α值為.893，顯示本研究所使用之創造力

情意量表具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信度。 

    比較研究者新編的「創造力情意量表」，與同樣以威廉斯創造傾向理論建

構的「威廉斯創造傾向」量表(林幸台、王木榮，1994)。本量表的題目相較

於此量表，雖然題目少了十題，但從信度而言，「威廉斯創造傾向」量表各因

素 Cronbach’s α 值介於.401 ~ .780 之間，本量表的各因素 Cronbach’s α 值皆

略高於此。且整體「威廉斯創造傾向」量表 Cronbach’s α 值是介於.765 ~ .887

之間，本量表則為較高的.893。在相關方面，本量表各因素間皆呈現顯著的

中等相關，顯示一致性高，各因素能扣準創造力情意概念。 

    從對象而言，「威廉斯創造傾向」量表是以小學生至國高中生出發而設計，

相較之下本量表針對打工、社團、課業等情境設計創造力情意題目，更能更

符合大學生的生活環境。以上證據皆顯示，研究者所新編之「創造力情意量

表」，是足以供為後續大學生相關研究所使用的。 

 

貳貳貳貳、、、、    大學生依附風格類型與創造力情意之概況大學生依附風格類型與創造力情意之概況大學生依附風格類型與創造力情意之概況大學生依附風格類型與創造力情意之概況    

 

一、 大學生依附風格之概況 

 

    關於大學生依附風格之概況，由描述性統計結果發現，大學生中安全依

附型人數最高，所佔的比率也最多(42.5％)，矛盾依附型次之(37.6％)，逃避

依附型為最少(19.9％)，也支持了本研究的假設一。 

    顯示這種建立於早年親子關係的依附風格，在到達大學生階段時，是以

能夠放心去自由探索的安全依附型居多，而逃避依附型較少，矛盾依附型居

中。此與 Ainsworth （1978）針對幼童依附風格所做的研究有所雷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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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nsworth的發現亦為安全依附型最高65％，但其矛盾與逃避則各只佔12％。

但國內針對大學生依附風格所做的研究大多認為，安全依附型與矛盾依附型

的比例相差不大，皆在人數的三分之一以上(黃碧慧，2002；林秀娟，1998)。

而矛盾依附型之所以會在幼年與大學時有所差異，推測其原因，可能因為依

附風格乃是對環境的一種反應，因此可能因為生活事件或生活環境而改變，

且此改變是有個別差異的(Davila, Burge ＆ Hammen,1997)，而大學生經歷

了國小到高中的求學階段，面對升學的壓力與個別家庭環境的刺激，可能使

得矛盾依附型比例變得較多。但大體上本研究之大學生依附風格分布概況，

是與各研究相似的。 

 

二、 大學生創造力情意之概況 

 

    根據研究結果，大學生在創造力情意的整體平均為 2.83，標準差為.32，

顯示大學生皆傾向願意使用創造力，也認為自己是具備創造精神的。其中又

以想像力與冒險性分數較高，好奇心與挑戰性則較低。表示大學生普遍認為

自己較具備想像力與冒險精神，傾向從事想像行為，並且不怕遭受挫折。 

     接著分析創造力情意量表各題平均數，發現大學生在以下四個試題的平

均數較高，顯示大學在這些情境或面向中較有意願使用創造力。分別為「走

在路上，我會停下腳步去觀察路人或周遭景物的樣子。平均數為 3.12」、「我

喜歡想一些不曾發生在我身上發生過的事。平均數為 3.12」、「我喜歡仔細觀

察我沒看過的東西，以了解詳細的情形。平均數為 3.13」、「不論在學校或家

裡，我都不喜歡有太多的規則限制。平均數為 3.27」。最低分的題目則為「我

習慣在上課中發表意見。平均數為 2.12」，雖然為最低分但仍為好奇心的代

表題目，顯示台灣大學生可能認為發問雖是探求疑問的表現，但卻不願意在

課堂上發表意見，對自己未知的部份尋求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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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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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依附風格類型之差異情形在依附風格類型之差異情形在依附風格類型之差異情形在依附風格類型之差異情形    

     

    本研究針對不同性別大學生在「依附風格量表」的類型，進行卡方檢定

後發現，男、女大學生在依附風格類型的分布是有所差異的，除了可在「依

附風格量表」的總分中發現差異外，經由卡方事後檢定發現，其中有三個子

部分是有所差異的，分述如下：(1)矛盾依附型的男大學生顯著多於逃避依附

型。(2)與前者相反，逃避依附型的女大學生顯著多於矛盾依附型。(3)矛盾

依附型的男大學生顯著多於女大學生。顯示較多男大學生在面對事情或未知

事務的態度，是處於一種矛盾的心情，期待去控制它，卻又害怕被未知事務

所傷害。女大學生在面對同樣的情境時，卻多是以逃避或害怕的方式面對，

以不安的心情退縮逃離。 

    這樣的結果發現，和 Bowlby 的依附理論假設是有所差異的，他認為個體

天生就有感覺安全的需求，依附關係的形成並不會因性別而有所差異。但本

研究所測量的對象是針對台灣大學生，其依附型態可能會因為地情或成長環

境、時代變遷而有所差異，在這方面，Bowlby 也同樣提出，依附其實也會因

生命的成長與環境轉變，使情感連結與依附對象轉換為配偶或朋友等其他重

要他人，而可能形成依附類型的變化與差異。 

    在國內的研究中，羅立人(1998)針對依附風格與寂寞感的研究認為，男

女大學生在安全型依附、逃避型依附以及焦慮型依附三者之分佈上沒有達到

顯著性差異，在何春慧(1996)的研究中也有如此發現。但有些研究則說明，

男性對母親的不安全依附值較女生高(黃淑滿等，2008)，而在大多親密關係

暴力的研究中也都發現只有男性在受到家暴後，會發展出焦慮依附的顯著性

(Kesner, 1997)。相對地，亦有研究發現男性的逃避依附型會多於女性(楊雅

惠，2003)。依上述研究結果可知，性別在依附風格上的研究仍有歧異，是不

同於嬰兒時期得沒有差異，推測本研究結果的原因，可能大學生正面臨分離-

個體化的發展工作時期(Golan, 1981)，在青少年上大學，是進入一個陌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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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面臨新的挑戰，也是他們能獲得自主與達成獨立的關鍵時期(孫世維，

1997)，而男女生的發展在此時期也不盡相同(Lopez ＆ Gover, 1993)，因此

男性可能認為展現自己的依附需求為較懦弱的一面，而難以表露自己的情感

面，因此對於分離或是未知會感受到更多的焦慮，無法以適當方式嶄露情緒，

便以較多控制或矛盾來處理事情，在同儕依附的研究中也顯示，大學男生在

「同儕溝通」、「同儕依附」與「同儕信任」的面向皆顯著低於女大學生(李碧

蕙，2007)，顯示大學男生在溝通方面較難表達自己的需求，也難以與同儕有

良好的依附關係。另外，女大學生之所以在逃避依附型多於男大學生，可能

是東方社會的成長環境，並不鼓勵女性有太多自由發展的空間，使得大學女

生在面對陌生的環境或事物時，較容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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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肆肆肆、、、、不同依附風格與不同性別大學生不同依附風格與不同性別大學生不同依附風格與不同性別大學生不同依附風格與不同性別大學生，，，，在創造力情意與創造力情意各因素在創造力情意與創造力情意各因素在創造力情意與創造力情意各因素在創造力情意與創造力情意各因素        

                之變異情形之變異情形之變異情形之變異情形    

 

    以下將分為三個部份：「依附風格」、「性別」、「依附風格與性別」，來分

段討論對大學生「創造力情意」整體與四個因素的影響，： 

 

一一一一、、、、    大學生大學生大學生大學生「「「「依附風格依附風格依附風格依附風格」」」」對對對對「「「「創造力情意創造力情意創造力情意創造力情意」」」」之影響之影響之影響之影響    

 

    大學生依附風格對創造力情意整體面向的影響，根據研究結果，大學生

會因為依附風格的不同，而使其在創造力情意有所差異，更深入探討，發現

逃避依附型大學生在創造力的意願與態度等情意面向，是顯著低於安全依附

型與矛盾依附型大學生的。這與過去的研究大致上是符合的，研究皆認為喜

愛創意、較有創造性的孩童，皆是來自能夠給孩童足夠信任與安全感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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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ler ＆ Gerard, 1979；Michael ＆ Dudek, 1991；詹志禹，2005)，

Lindsay(2005)研究有藝術創造天份的青少年之依附關係，也指出這些有藝術

創造性青少年的母親，皆能給予孩子多些獨立以及較少的心理煩惱。但逃避

依附型者，通常養育者多半照顧能力差、不懂得如何滿足嬰兒的需求、不一

致的行為，這與適合培養創造的環境是截然不同的。在沒有安全感的情況下，

逃避依附型大學生在面對未知的環境時，便不會擁有創造與挑戰的意願了。 

    以上為創造力情意整體的研究結果，以下將分為四個因素來討論，大學

生依附風格對「想像力」、「好奇心」、「冒險性」、「挑戰性」的影響。 

    在創造力情意的第一個因素：「想像力」中，本研究發現大學生的想像力，

並不會因為依附風格的不同，而產生顯著差異。這樣的結果發現，並不支持

原先的研究假設 3-1、3-2。原先假設認為安全依附型大學生，在想像力的態

度會顯著高於矛盾依附型與逃避依附型。雖然未達顯著，但就三個依附風格

之平均數來看，安全依附型的分數(35.35)與矛盾依附型(35.33)略同，其實

都大於逃避依附型(33.83)大學生。推論矛盾依附型想像力態度高於逃避依附

型的原因，在前述 Woike、Osier 與 Candela 的研究中，指出矛盾依附者會想

像出較多暴力之交往情節，而推斷矛盾依附型者會不喜愛想像，但是，這個

想像可能是非自主性的，即是矛盾依附型者仍究會從事想像，但內容卻是較

負面的。Honeycutt(1999)也指出，矛盾依附型比較容易有矛盾的互動想像，

而安全依附型則是較為實際的，但逃避依附型卻不顯著。顯示矛盾依附型大

學生，其實與安全依附型相同，實際上會有許多超越現實的想像，只是在內

容部分可能是與安全依附型截然不同的，是偏向矛盾且負面的。有關矛盾依

附型大學生想像力的內容，或許是日後研究可以更進一步討論的地方。 

    在「好奇心」的變項中，本研究發現大學生的好奇心會因為「依附風格」

的不同，產生顯著差異。 

    大學生不同的依附風格，在好奇心的態度上是會有差異的，經事後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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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發現：「安全依附型」與「矛盾依附型」大學生，在好奇心的態度與傾向

上是顯著多於「逃避依附型」大學生，支持了本研究的假設 2-1、2-2，且「安

全依附型」與「矛盾依附型」大學生的好奇心並無顯著差異，也支持了研究

假設 2-3，顯示安全依附型大學生能夠安心得對於環境進行探索，而矛盾依

附型大學生則視好奇為獲得控制的機會，並且害怕探索痛苦經驗。逃避依附

型大學生則視探索為逃避接觸的手段，但本身並不具備有太多的好奇心，此

結果亦驗證了 Mikulincer 對於國外青少年的研究結果，顯示此結果的可信度

極高。 

    接著，「依附風格」的不同，也會使得大學生的「冒險性」有所差異，由

研究結果可知，「安全依附型」的大學生的冒險性是顯著高於「逃避依附型」

大學生，這個結果支持本研究的假設 4-1。並且，「矛盾依附型」與「逃避依

附型」大學生在冒險精神上是沒有差異存在的，也支持了研究假設 4-2。由

此可證明，安全依附型大學生在正面情感中感到安全舒適，而願意冒險去嘗

試未知的事物，即使失敗了也能不屈不撓，但矛盾依附型大學生，卻會誇大

探索的潛在危機與威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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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研究發現與過去許多類似研究都相符合

(Mikulincer ＆ Sheffi；Jeffery ＆ Kathryn；Colman ＆ Thompson；

Upton)。 

    最後，在「挑戰性」的部分，經事後檢定發現，「安全依附型」的大學生，

挑戰性整體是顯著高於「逃避依附型」大學生，這個結果支持本研究的假設

5-1。並且，「矛盾依附型」與「逃避依附型」大學生在挑戰性層面是沒有顯

著差異的，也支持了研究假設 5-2。由此可證明，安全依附型大學生願意且

能夠處理複雜問題，並願意在各種複雜情境中尋找可能性，並如同 Gilbert

所述，擁有較佳的問題因應技巧。而屬於非安全依附型的矛盾依附與逃避依

附大學生，則會有較差的表現，對於複雜問題的解決動機也較為低弱，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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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避接受挑戰。 

    

二二二二、、、、    大學生大學生大學生大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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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影響之影響之影響之影響    

 

    大學生的性別對創造力情意之影響，結果發現指出，不同性別的大學生

在創造力「整體傾向」、「想像力」、「冒險性」、「挑戰性」皆無差異，支持了

假設六。回顧國內的研究，在創造能力方面，溫怡梅(1987)與柳秀蘭(1995)

都認為男女在創造能力方面是沒有差異的。而在創造態度與經驗方面，王佳

玲(2004)也認為不同性別的大學生在創造力信念並無顯著差異，但在創新行

為上則男性多於女性。李慧賢(1995)則認為國高中女生有比男生多的創新經

驗，葉明正(2002)的研究亦是如此。由此可知，在創意經驗與行為上各研究

的結果不一。本研究就研究結果與文獻推論，認為在創意經驗上或許因性別

會有些不同，但在創造信念與態度方面，由於近年兩性教育逐漸普及，在就

學過程中並不會刻意因性別而打壓學生發揮創意，所以使得兩性在整體對創

造力的態度等情意面向並無差異存在。 

                但是，「好奇心」變項卻在「性別」部份顯著，事後檢定結果發現，男性

大學生在好奇的態度與精神顯著大於女大學生。回顧國內的研究中，曾敬梅

(2002)認為在研究生中，男性認為自己有較多「冒險嘗新、多元體驗」，並且

更重視新觀念。林逸媛(1991)也在國中生創造傾向中發現男生的「好奇心」

是優於女生的，並且發現父親的知性文化活動與男生的創造傾向總分、好奇

性有正向顯著關聯。因此研究者推論好奇心之所以會有性別差異的原因，可

能是從小的家庭學校教育或社會文化中，父母常鼓勵男生做養成積極的行動

力，希望女生多做靜態活動(金宜蓁、涂懿美，1998)，董奇(1995)也認為性

別角色的期待，可能會讓孩童不知覺的加以內化。大多男性也認為自己是勇

於去懷疑與尋找解答的，對於女性則相對地較少支持與讚許。也因此，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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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極可能自認自己的好奇傾向是多於女大學生的。 

    整體而言，「性別」變項僅會對「好奇心」產生影響，但對於其他部分則

未具影響，而之所以會產生此差異的原因，研究者雖已提出一些推論與判斷，

但更可在日後研究中深入驗證與探討。 

                    

三三三三、、、、    大學生大學生大學生大學生「「「「依附風格與性別依附風格與性別依附風格與性別依附風格與性別」」」」對對對對「「「「創造力情意創造力情意創造力情意創造力情意」」」」之影響之影響之影響之影響    

 

    大學生的依附風格與性別，對創造力情意之交互作用影響，結果發現指

出，此兩者的交互作用在大學生創造力「整體傾向」、「想像力」、「好奇心」、

「冒險性」、「挑戰性」所有面向皆無差異，結果並不支持本研究的假設七。

研究者回顧國內性別與依附風格交互作用的文獻，黃于娟(1993)認為無論性

別，依附風格都會對大學生自我坦露、幽默、撒嬌整體產生影響，顯示兩者

無交互作用。因此，推論原因可能在於，性別本身對創造力情意的差異並不

大，因此性別與創造力的交互作用情形就更加不會產生了。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建議研究建議研究建議研究建議    

 

    根據本研究結果與討論，研究者提出下列幾點建議，以作為應用在親職

教育、創造力教育、諮商輔導及未來研究之參考。 

 

壹壹壹壹、、、、對親職教育對親職教育對親職教育對親職教育、、、、創造力教育與諮商輔導應用上之建議創造力教育與諮商輔導應用上之建議創造力教育與諮商輔導應用上之建議創造力教育與諮商輔導應用上之建議    

 

一一一一、、、、    對創造力教育研究對創造力教育研究對創造力教育研究對創造力教育研究的建議的建議的建議的建議：：：：了解背後動機了解背後動機了解背後動機了解背後動機、、、、依附風格與性別的影響依附風格與性別的影響依附風格與性別的影響依附風格與性別的影響    

 

    在本研究中，研究者編製了「創造力情意量表」。從量表的統計結果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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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大多皆認為自己具備創造力，也願意使用創造力態度。但就量表平均

分數較低之題目則顯示，大學生即使願意使用創造力，也會選擇情境，諸如

即使有疑問也不敢在上課發問尋求解答、或是未來就業挑戰等。因此在創造

力的培養教育上，必須更建立成熟的善意環境以供學生發揮創造力，敢於挑

戰與創新。 

    另外，本研究主要的研究結果為不同「依附風格」與不同「性別」對創

造力情意各面向的影響。不同依附風格，願意使用好奇心進行探索或冒險之

背後動機皆不同，整體而言，安全依附型大學生是比非安全依附型大學生，

更樂意從事冒險與挑戰，也更有面對挫折失敗的能力與處理複雜問題的意願。

但特別需注意如矛盾依附型大學生，雖然極願意用好奇心進行探索，但其背

後可能是希望藉由好奇的探索行為來獲得控制，或以此為手段來逃避痛苦經

驗。另外在性別方面，男大學生也是自認為比女大學生更有好奇心的。 

    因此，在創造力養成中，研究者建議教育方式應該要因人而異，除了在

性別上不應該有所偏差以外。面對不同依附風格或不同特質的學生，除了開

導啟發學生的創造力之外，更應該深入了解重視學生使用創造力的傾向，培

養對於創造的正確態度與認知。 

 

二二二二、、、、    對親職教育的建議對親職教育的建議對親職教育的建議對親職教育的建議：：：：重視親子依附型態重視親子依附型態重視親子依附型態重視親子依附型態與成長環境與成長環境與成長環境與成長環境    

     

    從研究結果可知，大學生的依附風格可分為三種，安全依附風格佔了快

到一半的比例(40％)，但非安全依附型大學生加起來則超過了一半的比例(57

％)，非安全依附者往往來自於幼時沒有和父母建立良好的依附關係，父母無

法給予孩童溫暖且一致的照護，使得孩童在沒有安全靠山的情況下，害怕向

外探索或對於外界抱持著猶豫不知所措的態度，因此在親子互動的教育中，

應該更注重孩童的需求，以及適當的鼓勵孩童朝外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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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點值得注意的是，在本研究中男、女生在矛盾依附型與逃避依附

型的比例有顯著的差異，由於依附是會隨生命的成長與環境轉變，因此該值

得提醒的是，在學校教育中應該同樣注重給予兩性同等的機會進行探索，而

不應該教導學生有關兩性的刻板印象，注重給予孩童溫暖的成長環境，才能

讓學生能夠適性發展。 

 

三三三三、、、、    對諮商輔導工作的建議對諮商輔導工作的建議對諮商輔導工作的建議對諮商輔導工作的建議    

 

    在本研究中可發現，「依附風格」與「創造力的情意」是息息相關的。許

多個案在現實生活中往往過於退縮或不敢嘗試新事物，或是在面對新環境時

感到害怕，無法對於未知的環境抱持期待與想像。這與幼時所建立的依附風

格是關係密切的。 

    因此在從事諮商輔導工作時，可以建立一個安全的關係，讓個案能夠放

心的在晤談時做任何嘗試與想像，而不遭到批評或忽略，增加個案向外探索

的信心，並且可以協助個案了解自己問題的成因，共同討論解決方法，並且

模擬策略來進行安全的嘗試，使案主能從晤談中出發，進而有勇氣與自信找

到對外界的想像，並對於所處的人事物進行創造等新穎的行為。 

 

貳貳貳貳、、、、對未來研究之建議對未來研究之建議對未來研究之建議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一一一一、、、、    研究樣本研究樣本研究樣本研究樣本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台北縣市大專院校的學生，在大一到大五之間，因

此，結果無法推論至其他地區等不同背景族群之群體，建議未來的研究可將

抽樣的對象擴展至不同的區域，將更可全面性的了解大學生在依附風格與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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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力情意的情形。再者未來亦可以進行縱貫性的研究，從出生到求學階段的

了解依附風格與創造力情意的轉變情形，將更有助於了解成長環境對個人所

造成的影響 

 

二二二二、、、、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所採用的研究方法為問卷調查，未來建議可以採用質化研究

深度訪談的方式，了解不同依附風格的人，在使用創造力時，背後所秉持的

動機與理由為何，如此將可更釐清個體使用創造力的態度與精神，以及使用

創造力的情緒與需求。 

 

三三三三、、、、    研究變項研究變項研究變項研究變項    

    

    本研究依附風格的研究變項分為三種，但目前許多人際依附風格的研究，

將依附風格從人際面向分為四種(Bartholomew ＆ Horowitz，1991)，多了排

除依附型(dismissing attachment)。建議若未來的研究乃是針對目前成人的

依附風格與創造力之影響，應該採用此四種依附風格變項來進行。 

 

四四四四、、、、    研究工具研究工具研究工具研究工具    

 

    本研究新編的「創造力情意量表」，其理論乃是以威廉斯對創造力情意的

四項分類為主，從其定義出發，參考問卷加上自編題目，經過預試並接受專

家建議，而修改完成的。但在正式施測時，經過因素分析後，仍有少數題目

所屬之因素有所轉換，研究者對於轉換之題目雖已進行解釋與討論，但日後

仍期待再以大規模的施測，確定因素的正確性以及量表的效度。 

    目前量表已有不錯的信、效度，各因素 Cronbach’s α 值介於.628 ~ .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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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而整份量表的 Cronbach’s α 值為.893，累積解釋變異量為 40.72％。顯

示本量表構念應屬正確，只待日後針對不同樣本進行確認，應該可以成為測

量大學生創造力情意之有效量表，而給予日後的相關研究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