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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研究旨在探討原住民大學生之多元創造力。目的有三：目的一、
探究性別、族群及家庭教養方式之原住民大學生在對族語使用、教
養態度、族群認同與多元創造力之差異。目的二、探究族群認同對
多元創造力之影響及教養態度的調節效果。以台灣地區523名大學生
為研究對象，採用「家長教養態度量表」、「族群認同量表」、與
探究多元創造力的「創意自我效能量表」、「威廉斯創意傾向量表
」、「新編創造思考測驗中的『畫人測驗』」、「頓悟性問題」為
研究工具，並使用描述統計、相關分析與迴歸分析進行資料處理
，目的三：進行創意思考教學用以瞭解原住民大學生對創意思考的
學習及意見。研究結果發現如下：1.性別上女生在族語使用、族群
認同、教養態度、多元創造力均普遍優於男生。原住民在族語使用
、族群認同和教養態度優於非原住民，而多元創造力之頓悟性則為
非原住民優於原住民學生，其餘變項沒有顯著差異。在教養態度上
，開明權威之教養態度除了頓悟性外，其餘各變項間均優於其他教
養態度類型。2.（1）學生的家長教養對創意自我效能具有調節作用
，（2）學生的家長教養對創造傾向具有調節作用，（3）學生的家
長教養對創造力不具有調節作用，（4）學生的家長教養對頓悟性不
具有調節作用。3.原住民大學生對創意思考教學的學習後反應基本
上持相當肯定的態度，也希望未來能有機會在參加與創意相關活動
。最後根據本研究之主要發現提出若干意見，以提供教育輔導及未
來研究之參考。

中文關鍵詞： 原住民大學生、族群認同、家庭教養方式、多元創造力

英 文 摘 要 ： This research aims to explore the diverse creativity of
aboriginal college students. There are three objectives:
Objective 1. To explore the differences in the use of
ethnic languages, parenting attitudes, ethnic identity, and
multiple creativity among aboriginal college students in
gender, ethnic group, and family education. Objective 2.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ethnic identity on multiple
creativity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parenting
attitudes. Taking 523 college students in Taiwa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using the "Parent Educational Attitudes
Scale", "Ethnic Identity Scale", and the "Creative Self-
Efficacy Scale", "Williams Creative Tendency Scale", and
"Creative Self-Efficacy Scale" to explore multiple
creativity. The "Painting People Quiz" and "Insight
Questions" in the newly edited creative thinking test are
used as research tools. Descriptive statistics,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regression analysis are used for data
processing. Objective 3: To conduct creative thinking
teaching to understand the aboriginal college students
Learning and opinions on creative thinking. The findings of
the study are as follows: 1. Females are generally better
than males in terms of gender in terms of ethnic language
use, ethnic identity, parenting attitude, and multiple
creativity. Indigenous people are superior to non-



indigenous in terms of ethnic language use, ethnic identity
and upbringing attitude, while the epiphany of multiple
creativity is that non-indigenous is superior to aboriginal
students, and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other
variables. In terms of parenting attitude, the parenting
attitude of enlightened authority is superior to other
types of parenting attitude in all other variables except
for insight. 2. (1) The parental education of students has
a moderating effect on creative self-efficacy, (2) the
parental education of students has a moderating effect on
creativity, (3) the parental education of students does not
have a moderating effect on creativity, (4) students The
parental education does not have a moderating effect on
insight. 3. Aboriginal college students have a fairly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the post-learning reaction of
creative thinking teaching, and hope that they will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participate in creative-related
activities in the future. Finally, some opinions are put
forward based on the main findings of this research to
provide educational guidance and reference for future
research.

英文關鍵詞： Aboriginal college students, ethnic identity, family
parenting style, multiple crea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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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大學生之族群認同對多元創造力表現的影響-兼探究家庭教養方式之調節

效果 

The influence of the ethnic identity of aboriginal college students on the performance 

of multiple creativity and the adjustment effect of family parenting style 

潘裕豐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原住民大學生之多元創造力。目的有三：目的一、探究性

別、族群及家庭教養方式之原住民大學生在對族語使用、教養態度、族群認同

與多元創造力之差異。目的二、探究族群認同對多元創造力之影響及教養態度

的調節效果。以台灣地區 523名大學生為研究對象，採用「家長教養態度量

表」、「族群認同量表」、與探究多元創造力的「創意自我效能量表」、「威廉斯創

意傾向量表」、「新編創造思考測驗中的『畫人測驗』」、「頓悟性問題」為研究工

具，並使用描述統計、相關分析與迴歸分析進行資料處理，目的三：進行創意

思考教學用以瞭解原住民大學生對創意思考的學習及意見。研究結果發現如

下：1.性別上女生在族語使用、族群認同、教養態度、多元創造力均普遍優於

男生。原住民在族語使用、族群認同和教養態度優於非原住民，而多元創造力

之頓悟性則為非原住民優於原住民學生，其餘變項沒有顯著差異。在教養態度

上，開明權威之教養態度除了頓悟性外，其餘各變項間均優於其他教養態度類

型。2.（1）學生的家長教養對創意自我效能具有調節作用，（2）學生的家長教

養對創造傾向具有調節作用，（3）學生的家長教養對創造力不具有調節作用，

（4）學生的家長教養對頓悟性不具有調節作用。3.原住民大學生對創意思考教

學的學習後反應基本上持相當肯定的態度，也希望未來能有機會在參加與創意

相關活動。最後根據本研究之主要發現提出若干意見，以提供教育輔導及未來

研究之參考。 

關鍵詞：原住民大學生、族群認同、家庭教養方式、多元創造力 

The influence of the ethnic identity of aboriginal college students on the performance 

of multiple creativity-and exploring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family parenting 

Pan Yufong 

Abstract 

   This research aims to explore the diverse creativity of aboriginal college 

students. There are three objectives: Objective 1. To explore the differences in the use 

of ethnic languages, parenting attitudes, ethnic identity, and multiple creativity among 

aboriginal college students in gender, ethnic group, and family education. Objective 2.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ethnic identity on multiple creativity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parenting attitudes. Taking 523 college students in Taiwan as th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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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 using the "Parent Educational Attitudes Scale", "Ethnic Identity Scale", and 

the "Creative Self-Efficacy Scale", "Williams Creative Tendency Scale", and 

"Creative Self-Efficacy Scale" to explore multiple creativity. The "Painting People 

Quiz" and "Insight Questions" in the newly edited creative thinking test are used as 

research tools. Descriptive statistics,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regression analysis are 

used for data processing. Objective 3: To conduct creative thinking teaching to 

understand the aboriginal college students Learning and opinions on creative thinking. 

The findings of the study are as follows: 1. Females are generally better than males in 

terms of gender in terms of ethnic language use, ethnic identity, parenting attitude, 

and multiple creativity. Indigenous people are superior to non-indigenous in terms of 

ethnic language use, ethnic identity and upbringing attitude, while the epiphany of 

multiple creativity is that non-indigenous is superior to aboriginal students, and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other variables. In terms of parenting attitude, the 

parenting attitude of enlightened authority is superior to other types of parenting 

attitude in all other variables except for insight. 2. (1) The parental education of 

students has a moderating effect on creative self-efficacy, (2) the parental education of 

students has a moderating effect on creativity, (3) the parental education of students 

does not have a moderating effect on creativity, (4) students The parental education 

does not have a moderating effect on insight. 3. Aboriginal college students have a 

fairly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the post-learning reaction of creative thinking 

teaching, and hope that they will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participate in creative-related 

activities in the future. Finally, some opinions are put forward based on the main 

findings of this research to provide educational guidance and reference for future 

research. 

Keywords: Aboriginal college students, ethnic identity, family parenting style, 

multiple creativity 

 

研究背景與目的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臺灣是由多民族的國家所組成，原住民族是一個少數但最原始之臺灣住民，

過去關於臺灣原住民族群的研究，多半聚焦於弱勢處境或特性的探討，然而這樣

的研究方向，加強大眾對此族群的社會刻板印象與偏見（孫大川，2010；陳枝烈，

2001；譚光鼎，2008）。因此，近期研究轉而關注少數族群的多元文化背景或特

質所帶來的潛在優勢。例如，Chang、Hsu、Shih 與 Chen（2014）的研究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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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雙重文化背景的「梅迪奇效應」（Medici effect）。潘裕豐（2011）也提出

教師能夠學習去確認並建立原住民學生的優勢表現，則學生就能更有效的學習。

然原住民是否擁有其他優勢的能力則鮮有學者使用嚴謹的研究加以探討，諸如創

造的認知能力、創造性特質、創造力的自我效能、幽默感、頓悟性思考能力等。 

然而，原住民族也由於與一般漢文化的差異，導致文化與族群認同上的矛盾

現象，特別是近年來原住民大量移居都市後，根據教育部與原住民族委員會（2017）

的統計資料指出目前原住民族學生共計 136,411 人，有 50.2％的人口是移居在

都會地區，主要集中在桃園市、新北市和台北市、高雄市、台南市和台中市地區。

都市原住民和原鄉地區的原住民在族群認同上必定會有不同的衝擊（陳枝烈，

2000），這個差異對於原住民的創造力表現會有怎樣的差異？原住民本身的家庭

教養觀是否也會是各種創造力表現的影響因素呢？過去有關於原住民的教育研

究，對象主要以中小學研究居多，而原住民大學生的研究相對較少，本研究計畫

希望進一步透過目前就讀大學校院的原住民學生來瞭解其族群認同對創意傾向

特質、創意自我效能、創造力與頓悟性思考等的創造力表現的預測效果並探究家

庭教養的調解效果。 

綜合上述，臺灣原住民可能具備漢人族群所缺乏的創意優勢。然而，其創意

優勢的心理機制卻未有研究深入探究之。因此，本研究將從社會層次的族群認同

取向、家庭層次的教養方式及個人層次的創意傾向、創意自我性能、創造力與頓

悟性思考探討原住民學生多元創造力表現優勢之心理機制。 

在教育方面，若能重視原住民優勢特質，並以此激勵、肯定原住民學生之價

值，對於其學習、生活適應及心理健康將有助益。在正向心理學中，「肯定式探

尋」（appreciative inquiry）及「優勢中心」（strength-centered）強調將焦

點放在個體長處、優勢、正面特質與潛力，則能創造出更多正向情緒與行動（陳

枝烈，2000；Drucker, 1985 ；Smith, 2006; Wong, 2006）。因此，將原住民之

創意優勢應用於教學實務中係具有其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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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創造力的內涵：認知與情意向度 

創造力是一個多元的概念，涉及範圍甚廣，隨著研究者知識背景或切入角度

不同，對於創造力的定義亦有所不同（Amabile, 1983; Runco, 2007; Sternberg, 

& Lubart, 1996）。廣義而言，創造力被視為產生新奇，有用及具生產性點子或

產品的能力（Sternberg & Lubart, 1996），除了實際的產出能力之外，個體的

特質、創造行為、創造力的知識及技能、思考過程以及環境氛圍皆被視為創造力

的重要向度之一。 

其後，Williams（1969）將創造性歷程及個體特質區分為兩種特質組型：前

者是智能的，指個體從事創造活動時，所展現的知覺、學習、思考與溝通行為；

後者則是與創造力相關的態度或動機，指個體的人格、智力、氣質、習慣、態度、

自我觀念。Williams 據此建立用於創造力教學情境的「認知－情意交互作用

（cognitive－affective）架構」，將創造力分為創造力思考與創意傾向，創造

力思考屬於「認知」向度，創意傾向則為「情意」向度。實徵研究皆顯示創造力

思考的發展趨向與創意傾向截然不同（Chang, Chen, Wu, Chang, & Wu, 2016; 

Claxton, Pannels, & Rhoads, 2005）。據此，可知創造力思考與傾向雖然具有

正向關聯，但在概念與發展上又呈現歧異，因此將創造力區分為兩個向度進行探

討實有必要。以下即依照「認知－情意」的區分架構，分別介紹創造力的認知及

情意兩個向度。 

1. 創造力的認知向度及其測量 

創造力思考係指個體能生產出兼具新奇與適切性的想法（Jauk, Benedek, & 

Neubauer, 2014），有些研究者認為此認知能力並非創造力本身，但可做為真實

創造力的預測因子（Runco & Acar, 2012），因此也可以視為一種創造性潛能

（Creative potential）。過去在測量個體認知創造潛能的方式上，一般可概括

區分為開放式（open-ended）的「擴散性思考測驗」及封閉式（closed-ended）

的「頓悟問題」（Lin & Shih,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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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散性思考意指個體能在有限時間內根據既有的訊息產出大量、多樣且獨特

化想法的能力。擴散性思考在創造力研究領域是最被廣泛使用的指標。儘管擴散

性思考的概念並非完全涵蓋或等同於創造力思考（Amabile, 1983），但其本身內

涵易與原創性連結，也容易形成可測量的操作型定義（Runco & Acar, 2012），

同時這些測驗亦適合團體施測，因此在目前創造力研究與實務方面，以這類開放

式創意思考作業為大宗（Kaufman, Plucker, & Baer, 2008；Plucker & Makel, 

2010）。在測量工具發展上，Torrance（1966）的陶倫斯創造思考測驗（Torrance 

Tests of Creative Thinking, TTCT）為一具代表性的擴散性思考測驗。吳靜吉

等人（1998）即以此量表為基礎，編製適合華人使用的「新編創造思考測驗」。

透過這些測驗可得四個指標以評估創造思考能力－流暢力（fluency）：參與者所

想出的反應個數多寡；變通力（flexibility）：參與者所產生反應的類別多寡；

獨創力（originality）：參與者產生不尋常構想或點子的多寡；精進力

（elaboration）：參與者對反應的修飾、描繪細節的程度。 

相較於沒有唯一解且鼓勵個體產出大量創新想法的擴散性思考作業，封閉式

的「頓悟問題」通常具有客觀且最佳的解答，因此除了新奇性外，個體同時也要

考量問題本身的限制，想出最適切的解決方案。這類問題通常具有模糊且定義不

良的特性，其解決歷程涉及了思考上的不連續性，個體若依賴過去經驗或慣用的

思考策略往往會被引導至錯誤的解題方向，同時也無法藉由嘗試錯誤的累積來獲

得解答，其解題的關鍵在於個體需要能對問題的表徵進行重新建構（Weisberg, 

1995）。常見的頓悟問題如蛋糕問題（Weisberg, 1995）：「要如何只切三刀，就

可以將圓型蛋糕平分切成八小塊？」，這類問題需要個體能跳脫題目框架侷限（將

蛋糕視為平面圖進行解答），才能找出可達成目標的正確解答（將蛋糕視為立體，

縱切兩刀橫切一刀），國內亦已依編製具有良好信效度的中文版「頓悟問題

(insight problem)」（Lin, Hsu, Chen, & Wang,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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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類創造力作業因著重的創意成分不同，其在作業性質上有所差異

（Wakefield, 1992）並涉及不同歷程。林緯倫與其同事即以雙重系統理論（dual-

process theories，Stanovich & West, 2000）為基礎，提出創造力的雙重系統

理論（dual-process account of creativity），說明兩類創造力運作涉及不同

歷程（Lin et al., 2012; Lin & Lien, 2013）：開放式的擴散性思考著重於想

法的數量與新奇性，倚重直覺式的運作；封閉式的「頓悟問題」除了想法的新奇

性，亦需考量其適切性以達成解題目標，同時涉及直覺式與評估式的運作。從作

業特性和歷程來看，兩類創意作業可各自對應到藝術與科學創造力，其中強調擴

散性思考的開放性作業與藝術創造力間的關聯較高，而兼重想法新奇性與適切性

的封閉式「頓悟問題」則可能與科學創造力有較強的連結。據此，在本研究，筆

者據此同時測量這兩類型的認知向度創造力作業。 

2. 創造力的情意向度及其測量： 

過去研究顯示，影響個體創造力的不只是其認知能力，個體的人格、動機、

態度傾向等心理方面的特性也會影響其創造力表現（陳學志、彭淑玲、曾千芝、

邱皓政，2008）。據此，有些研究將焦點放在創意者的個體特質探討上，像是高

創意者會具有什麼樣的特質。創意傾向是個體於創造活動中所表現的人格傾向

（Edwin, Emily, & John, 2005），這種人格傾向係個體與其創造力具有高度關

聯的特質，包括態度、動機、興趣與情緒等（蕭佳純，2014）。在前述 Williams 

（1969）的認知—情意的創造力模型裡，其整合了 Guilford（1959）的智力結構

理論以及情感性的歷程，並提出了四大類的個體創意傾向－（1）好奇心：係指

個體面對問題時能感到懷疑，並樂於追根究底的特質；（2）想像力：係指個體能

善用直覺推測，並能夠在腦海中將各種意象構思出來的特質；（3）冒險性：個

體具備勇於探索精神的特質；（4）挑戰性，指個體能勇於面對複雜問題或困境，

並努力尋求問題解決的特質。在測量上，Williams（1993）根據這四種創意傾向，

發展擴散性感覺測驗。林幸台（1995）據此修訂「威廉斯創造性傾向量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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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愈高表示愈具創意傾向。過去許多研究（例如，陳學志等人，2008；蔡笑岳、

朱雨潔，2007）皆使用「威廉斯創造性傾向量表」進行相關測量，可見該量表在

臺灣及中國均已被廣泛應用且甚受歡迎。 

除了創意傾向，尚有學者認為個體對於創意的態度或對於自身創造力的知覺

同為是影響創造力的重要因素（Amabile, 1996），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創意自

我效能」（creative self-efficacy）。創意自我效能源自於 Bandura（1997）社

會認知理論的自我效能，係指個體在特定情境或特定任務中，對自己的能力是否

具備完成特定任務的主觀判斷，近期 Tierney 與 Farmer（2002）將自我效能的

概念延伸至創造力領域，提出了創意自我效能的概念，其定義為一種個體在面對

創造性任務時，認為自身具有足以產出創意產品或表現的能力之信念，也就是個

體對自身創造力的信念與期待。其反映的是一個體在不同領域中創造表現的自我

信念或期待 （Chen, Gully, & Eden, 2001）。許多創造力研究均指出創意自我

效能可引發與個體創造力相關的內外在重要因素，諸如認知思考策略、動機、情

緒調節、問題解決、創新行為等（洪素蘋、黃宏宇、林珊如，2010；張雨霖、陳

學志、徐芝君，2010；Gong, Huang, & Farh, 2009）。 

儘管過去研究發現，創意傾向與創意自我效能都與個體的內在動機與創造力

表現有穩定的關連，但兩者在構念與影響創造力的路徑有所不同，創意傾向代表

個體具有某些有助創意的個體特質，這使他們會有較高的動機去進行創意思考或

從事創意活動；創意自我效能則代表個體對其創造力的自我覺察與信念，當個體

對自己的創意能力有信心時，他們會更願意投入創意歷程裡。另一方面，與穩定

發展的創意傾向相比，創意自我效能更容易受到當前情境的影響，像是透過某些

策略（Gist & Mitchell, 1992）或重要他人回饋（洪素蘋等人，2010），即能有

效影響個體的創意自我效能。在教學現場，部分研究亦發現當教師鼓勵學生進行

創意思考或塑造出適合創意發想的情境時，有助學生創意自我效能的提升

（Beghetto, 2010）。據此，本研究即同時納入這兩類型的情意向度創造力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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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住民學生的創造力表現與相關因素研究： 

過去研究原住民是否擁創造力的優勢能力。原住民族學生的創造力表現如何

呢？根據胡宗光、盧台華（2005）探討以阿美族為對象的國小原住民學生之創造

潛能及創造性環境。以國小原住民為研究對象，進行「創造性思考活動」的評量。

結果發現在創造力特質上：1.城鄉原住民挑戰心與好奇心皆較明顯，想像力皆弱。

2.城鄉原住民有許多相似優、弱勢特質。3.山地鄉原住民男生普遍好奇心較強；

女生的挑戰性特質較男生強。在創造性環境的家庭上：1.城市原住民學生知覺「資

源提供」優於山地鄉。2.城鄉原住民皆以「民主」支持創造力發展，「資源提供」

較不支持。 兩地原住民對於家庭及學校環境皆知覺許多相似的有利條件與不利

條件。女生比男生知覺較多學校「開放」、「同儕關係」與「整體學校」的支持。

除學校的「開放」之外，創造力特質愈明顯表示獲得其他環境變項的支持愈多。

在創造思考能力方面：具明顯創造力特質的城、鄉原住民與城市一般學生於開放

性上城市一般學生高於山地鄉原住民，其餘向度未見差異。 

根據李賢慧（1996）與陳宜莉（2017）研究原住民學生創造力發展及其相關

因素之研究發現：1.原住民學生很少有創意經驗；在創造思考能力部分：創造思

考能力中，年級愈高，女生的分數愈高。2.女生的創造思考能力皆高於男生。原

住民學生絕大部分之創意經驗與創造思考能力有顯著正相關。3.父母教養態度與

學生的創意經驗有顯著正相關。4.重視成就的態度與創造思考能力有顯著正相關。

根據楊珮詩（2012）研究原住民學童的多元智能與科技創造力之相關研究，結果

性別在多元智能上有顯著差異，男生顯著優於女生。 

綜合而言，個人特質、家庭教養和社會環境都對原住民學生的創造力表現有

正向的影響。 

三、原住民族的族群認同 

族群認同之內涵層面，較常見的為：族群歸屬感、族群身分自我認同、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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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族群行為、族群投入與族群知覺等，其中採用族群歸屬感、族群身分自我 

認同、族群態度，以及族群行為較為普遍，故本研究以此四個層面做為族群認同 

之主要內涵，以下將分別說明之： （一）族群歸屬感（ethnic sense of belonging） 

族群歸屬感是比較偏向心理層面內在主觀的心靈感受和內在認同感，係指個人對

某個族群團體（ethnic group）的歸屬感，以及由此族群身分所產生的想法、知

覺、感情和行為，以及個人對此團體模式的習得（陳麗華，1999）。在不同的時

空背景下，個體對族群界線的定義會有所變動，因而導引出新的族群認同 （張

琇喬，2000）。 （二）族群身分自我認同（ethnic self-identification） 族

群身分自我認同係指自己用何種族群名來稱呼自己。Aboud（1987）指出，個體

是否能正確的使用相關的族群名稱來稱呼自己，亦即這個名稱的選擇與其父母所

屬的族群是否相符。譚光鼎（1998）認為，若個體所屬族群文化不為主流社會所

重視，往往會怯於認同自己所屬的族群文化。因此本研究乃從原住民學生的族群

身分自我認同，做為其族群認同的指標之一。 （三）族群態度（ethnic attitude） 

認為族群態度係指面對本族或不同族群時所表現出喜好或不喜好的舉止行為與

族群意識（陳麗華，1999；Aboud, 1987）。賴玉粉（1996）指出，族群態度與族

群認同的關係非常密切，成熟的族群認同能根據其族群的屬性來描述自我，並可

坦然接受自我的族群特質和理念，且表現出來的態度，對本族或他族不會有表裡

不一的矛盾。 （四）族群行為（ethnic behavior） 不同的族群有不同的生活

方式、文化習俗、歷史起源、宗教信仰乃至價值觀等，衍生而來的，便有不同的

族群行為模式。而參與族群內的社會生活與文化習俗常被視為族群認同的指標。

臺灣的原住民是在人口比例上相對少數的族群。早期研究關心臺灣少數族群的研

究者，大多聚焦在其弱勢現況的探討，如針對原住民子女進行學業表現與學習適

應等問題探討（陳枝烈，2000；譚光鼎、葉川榮，2011）。而周惠民（2010）與王

進發、陳豪、謝麟兮、洪進雄（2013）則收集並分析了 1980年到 2012 年的臺灣

有關原住民的博碩士論文，結果發現其主要研究領域多為歷史文化衝突與教育語

言問題。近期研究則轉向關注少數族群可能具備的潛在優勢，如子女之創造力

（Chang et al, 2014）及族群文化認同（劉鶴群、龍采綾、房智慧，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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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nney（1990）認為具有強烈族群認同感的人，會認定自己為該族群的成

員，具有高度的歸屬感並給予所屬族群正向之評價；偏好自己的族群也喜歡與族

群成員共處，對於該族群的知識與興趣高，且喜歡融入族群的行動。Kipp（2014）

亦指出，建構正面的族群認同，對少數族群青少年的適應與發展尤為重要。基於

此，故本研究假設若原住民學生能認同自己所屬之族群，對於母親與父親之族群

皆展現高度之認同感，對自己身為原住民將會有正向之評價與歸屬感。 

（一）原住民研究：從劣勢到優勢 

1. 原住民之族群認同研究 

根據許多學者指出文化與族群認同的研究，原住民的文化認同與族群認同有

諸多的影響因素（吳天堂，2004；陳枝烈，2000；譚光鼎，1998）。吳天堂（2004）

利用量表探討 600名南投縣國中原住民學生族群認同、自尊與生命價值三者之間

的相關情形，發現在族群認同上，非原住民高於原住民，且族群認同、自尊與生

命價值間有顯著正相關，族群認同與自尊對生命價值有聯合預測力。陳漢瑛（2008）

則以花東地區 1091 名原住民國中學生為對象，結果發現族群認同會透過人格特

質對用藥行為有間接效果的影響。近期劉鶴群等人（2017）的訪談研究發現，雖

然在都會區就業的原住民有就業不利與適應不良的現象，但若能運用其聚居所產

生之部落集體優勢（如族群認同），就能有效抵消就業的不利與緩和被排擠的衝

擊。 

綜合上述可知，族群文化認同對於原住民族的人格特質、教養態度和創造力

表現都有顯著的相關。過去有少數研究已隱約指出原住民具有創造力的優勢能力，

然而此現象是否只是刻板印象，則有待使用更嚴謹且具有良好信效度的研究工具

加以探討。 

2.家庭教養方式 

照顧者在養育孩子時所擁有的信念、態度與價值觀即為教養態度，這些內

在的想法會在與孩子溝通、互動的過程中，以外在的行為表現出來，稱為教養

方式（parenting style），這些外顯行為通常彼此相關，形成具有一致性與統

整性的互動模式 (教育大辭書，2000) 。 

（1）家長教養方式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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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家長教養方式，因參考理論與研究上的需求不同，根據許多學者的定

義（王國樞，1986；王鍾和，1993；黃德祥，1997；Maccoby & Martin，

1983；Steinberg，1993； Sears，1957），可歸納家長教養方式包含以下的概

念：1.家長對於教養的信念、態度與價值觀。2.家長教養、親子互動的方式與

行為模式。3.家長對於教養兒女的控制與策略模式。 

由於近代社會變遷快速，家庭結構也產生許多轉變，隨著雙薪家庭增加，

子女照顧成為父母重要議題之一，許多人考量方便性與安全性，會將子女轉交

由祖父母照顧；亦有些家庭因各種因素(離婚、失親…等)僅由父母其中一方擔

任照顧者，或其他未列出之情形，故本研究以子女的「主要照顧者」為探討對

象並以「家長」統稱。 

 

3.家長教養方式的內涵 

本研究以王鐘和（1993）所提出之家長教養方式分類為架構，進一步探討

家長教養方式對族群認同與多元創造力之調節效果。 

（1）家長教養方式對子女行為之相關研究 

1）開明權威型 

採開明權威的家長，對子女採高要求與高反應，能用開放的溝通方式以了

解子女的需求，鼓勵其發展自我，但也建立明確的準則，必要時會藉由適時的

控制與要求避免不恰當的行為產生（王鍾和，1993）。研究發現，若家長以開明

權威的方式教養女子，當雙方產生衝突時，子女願意以積極的方式面對(葉怡

伶、王鍾和, 2012)，遇到困境時亦能勇於面對並加以解決(Richter, Richter, 

& Eisemann, 1991)。研究發現使用民主式教養較威權式、溺愛式和忽略式管教

有較高比例的一般組，較低比例的沉迷組與成癮組，父母若願意提供正向支持

策略，嘗試與子女討論並適時規範與引導，對其行為有助益（教育部，2015）。 

2）專制權威型 

專制權威的家長呈現的型態為高要求、低反應，是家中規則的制定者，傾

向以命令方式要子女服從，且不允許子女表達自己的想法，若子女違反或挑戰

其意見，會遭受嚴厲的懲罰（王鍾和，1993)。 

研究發現，若父母用嚴厲的態度教養子女，會減少子女在「品德」與「休

閒」領域的服從義務性，降低子女服從管教的意願（林惠雅，2014；）。葉怡

伶、王鍾和（2012）針對 463個雙親家庭、單親父親家庭與單親母親家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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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在休閒與社交議題上，專制權威的教養方式較寬鬆放任產生更大的衝

突。 

  3）寬鬆放任型 

寬鬆放任型的家長，用低要求、高反應的方式和子女互動，不在意自己的

權威，也很少對子女提出要求，由子女自己做決定，對於子女不恰當的行為採

容忍的態度（王鍾和，1993）。Baumrind(1971)研究發現，父母的教養越是採寬

鬆放任的方式，子女的認知能力越差。 

   4）忽視冷漠型 

忽視冷漠型的家長採低要求、低反應的方式，花極少時間陪伴子女，也很少

給予子女要求或情緒支持，雙方有很大的距離感（王鍾和，1993）。研究發現，

相較其他三種教養方式，此種教養方式對子女的情緒、適應性與社交能力發展最

不利(Lamborn et al, 1991)。研究發現，父母的教養方式若採「忽視」、「少關

愛督導」，對子女網路成癮的行為有顯著預測力。父母忽視冷漠的教養方式會大

幅增加子女使用網路的時間（柯慧貞，2011；張高賓，2009；陳楹蓁，2013）。 

綜合上述，原住民子女雖然在生活適應與學業表現相對弱勢，但因其所處之

文化多樣性及差異性，使其長期接受各式的訊息刺激及價值衝突，這些多元經驗

與創造力表現息息相關，因此可能促使其在創造力表現上具有優勢。然而，值得

思考的是，原住民子女創意優勢表現是否在各向度的創造力表現皆會出現，其心

理機制為何？是否有其他心理會社會因素會影響到其創造力的優勢表現？此即

本研究目的。過去在探討原住民學生創造力表現時，多採取單一指標（例如，擴

散性思考或創意傾向）衡量創造力，唯創造力是多元複雜的構念，無法僅用擴散

性思考或創意傾向涵蓋，故研究一將探討原住民子女的創造力優勢是否會展現在

頓悟性思考及創造自我效能。研究二則進一步探討原住民子女在創意優勢的內在

機制，我們假設原住民子女之「文化與社會」（即複雜的環境運作模式，包含族

群認同、家庭教養態度方式）可能是影響其創造力表現的重要因素，因此檢驗原

住民子女之族群認同對創造力表現之預測效果，以及其家庭教養方式對此關聯是

否具有調節效果。 

在過去新住民子女的相關研究中發現，多元文化及族群經驗會促使其具備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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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族群所缺乏的創意優勢，而原住民子女同樣具有族群及文化的多樣性，這些經

驗是否同樣能促使其發展創意優勢是一個重要的議題。因此，本研究首先從不同

的創造力指標檢驗原住民及原住民學生創造力的優勢向度。並進一步檢驗其族群

認同與創造力之關聯性，以及家庭教養方式之調節效果，以探究原住民學生創造

力表現優勢之心理機制及相關影響因素。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圖見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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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研究架構圖 

研究三：以創意思考教學活動探究原住民大學生對創意思考學習的成效與意

見。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探討原住民大學生家庭教養態度方式對族群認同與創意自我效能、創

造傾向、創造思考及頓悟思考的調節效果： 

一、研究工具 

1. 基本資料問卷： 

本研究針對參與者之背景資料進行調查以做為控制變項，包括參與者的年齡、

性別、族語使用、年級、地區為資本資料。 

2.族群認同量表 

本研究採用陳漢瑛（2008）所編製的族群認同量表，共計 17 題。分為四個

研究一 

檢驗原住民大學生創造力優勢之現象 

 

 

 

 

 

 

研究二 

探討原住民大學生之族群認同與創造力之關聯－以教養方式為調節變項 

1. 族群：原、漢 

2. 性別：男、女 

3. 教養：開、專、鬆、冷 

 

   創意思考 

   頓悟性思考 

   創意傾向 

    創意自我效能 

族群認同 

創

造

力 

族群認同程度 

   擴散性思考 

   頓悟性思考 

   創意傾向 

    創意自我效能 

 

創

造

力 

教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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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度，包括族群身份認同、族群信仰認同、族群文化認同以及族群活動認同。該

量表為四點量表，其中族群身份認同、族群信仰認同和族群文化認同的選答項為

「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依序給予 1 到 4 分；而族群活動認同的選答項

則為「完全沒有」至「經常」，依序給予 1 至 4 分。四項因素的總得分愈高，代

表對原住民族群文化的認同愈高。該量表經過四個因素的內部一致性 Cronbach 

α係數介於.53至.84。 

3. 家長教養方式量表： 

本研究以葉光輝(2000)的「父母管教方式量表」與林惠雅(2014)的「父母教

養行為量表」為參考依據，改編成家長教養方式問卷，邀請受試學生以覺知主要

照顧者之教養態度方式來完成問卷。本研究採用任以容（2004）所訂之「父母態

度量表卷」為研究工具之一。由於本研究著重探討「主要照顧者」的教養方式，

故僅呈現 28 題題目，並要求受試者以對「主要照顧者」教養方式之覺知進行填

答。 

此量表採用 Likert 六點量表計分方式，共劃分出「開明權威」（高反應、高

要求）、「專制權威」（低反應、高要求）、「寬鬆放任」（高反應、低要求）、「忽視

冷漠」（低反應、低要求）等四種家長教養方式的類型。本量表分成兩個版本，

教養態度量表（父親版）全量表的 Cronbach α 係數為.96，反應分量表為.95，

要求分量表為.94；教養態度量表（母親版）全量表的 Cronbach α 係數為.94，

反應分量表為.93，要求分量表為.91。由以上數據可看出整體內部一致性信度高

於.90，顯示此量表信度頗佳。同時此量表題目之因素負荷量皆在.50 以上，顯示

其具有良好的效度。 

 

4.創意傾向： 

本研究以林幸台（1995）所修訂威廉斯的創意傾向量表作為評量創意傾向的

測量工具。本量表分為四個分量冒險性、好奇性、想像力、挑戰性，其中冒險性

與挑戰性各為 12 題，好奇性與想像力各為 13 題。總計 50題的自陳式問句，包

含正反向題，反向題有 10題，其餘為正向題 40題，可測得各分量表和總分等 5

種分數。而在量表的信度上，重測信度的部分以國小六年級 37 人、國中二年級

38人、高中一年級 46 人、共 121人為樣本，兩次間隔三至五週，所得相關係數

介於.49～.81 之間。內部一致性部分 Cronbach α 係數介於.40～.78。效度分

析與修訂賓州創意傾向量表之相關，國中部分之相關系數介於.68～.81 之間，

高中部分介於.59～.74 之間。在與各分量表內部相關的部分，各項得分之間相

關介於.50～.59之間。顯示創意傾向量表具有良好之信度與效度。 

5.創意自我效能： 

本研究採用洪素蘋與林珊如（2004）所編製的學生創意自我效能量表作為創

意自我效能之指標。本量表分為創意思考策略信念、創意成品信念、抗衡負面評

價信念等三個向度，共計 14 題。各分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介於 .66~ .82，

隔兩週後再測信度達 .88。在效度上，以新編創造思考測驗語文部份進行效標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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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效度考驗，均達顯著相關。顯示創意自我效能量表具有良好之信度與效度。 

6.擴散性思考： 

本研究以新編創造思考測驗中的「畫人測驗」作為擴散性思考之指標。新編

創造思考測驗為吳靜吉等人（1998）所編製的標準化測驗，分為語言和圖形兩部

分，本研究以圖形測驗為主，係避免語文能力可能造成的影響。圖形測驗要求參

與者於十分鐘內，儘可能畫出包含「人」的圖形，並予以命名。在計分方式上，

使用流暢力、變通力、獨創力與精進力作為測量指標。此測驗的信度除了精進性

分數（為.79）之外，其他三個指標的評分者間信度達.93 以上。在效度上，以

「陶倫思圖形創造思考測驗甲式」之線條活動與「陶倫思文字創造思考測驗乙式」

之空罐子活動進行效標關連效度考驗，均呈顯著相關。可知，新編創造思考測驗

具有良好之信度與效度。 

7.頓悟性思考： 

本研究以 Lin等人（2012）所使用的頓悟性問題測驗作為參與者頓悟性思考

之指標。此頓悟性問題測驗由 10 個頓悟性問題組成，包含 5 題語文類型的題目

及 5 題圖形類型的題目，請參與者在 20 分鐘內閱讀問題進行解答，答對一題記

1分，答錯則記為 0 分，加總後為其頓悟問題得分。為防止題目因曝光於教科書

或雜誌上而造成測驗偏誤，因此當參與者完成每題解答後，要求參與者回答之前

是否看過這個問題，並且是否已經知道答案。若已知道答案，則這一題的反應將

當作遺漏值，不予納入計分。頓悟性問題測驗的內部一致性信度為.68，效度上

可以有效區分同儕評定的高、低創造力團體，顯示具有可接受之信度與良好的效

度。 

二、施測說明 

本研究上述各項問卷將先聯繫施測之大學學務處原住民資源教室之負責老師或

輔導教師，情求提供原住民就讀人數及聯繫之 email，後再以 email 徵求同意並

請該校原住民資源輔導員協助發放問卷或由本計畫派人協助發放問卷。問卷一開

始之說明欄會表示本研究之目的、施測程序及研究倫理及資料之使用與後續之處

理到銷毀等。 

 

（一）研究：探討原住民學生之族群認同與多元創造力之關聯－以教養方式為

調節變項 

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檢驗原住民學生在創造力的優勢，是否來自於他們長期處

於多元文化的環境，促使原住民學生發展多元的族群認同度，進而產生了較佳的

創造力表現。同時探討此種族群認同促使創造力成長的效果是否會受到不同教養

方式的調節。本研究將針對都市原住民學生與原鄉原住民學生進行不同向度的創

造力測量以及各項文化認同的指標：族群歸屬認同、自我身分認同度、族群態度

及族群行為，同時測量學生的家庭教養方式，藉此檢驗原住民學生的創造力是否

與其族群認同有關，並探討家庭教養方式的調節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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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對象 

問卷回收整理並經過統計分析後，有效樣本之組別人數與百分比表 3-2-

1。最後施測對象總共有 523人。其背景變項分析如下：在性別方面：男生有

193人，36.9％。女生有 328人，62.7％。在族別方面：原住民有 399 人，

76.3％。非原住民有 124人，23.7％。教養類型方面：開明權威型有 210人，

40.2%。專制權威型有 78人，14.9%。寬鬆放任型有 80人，15.3%。忽視冷漠型

有 155人，29.6%。 

表 3-2-1原住民大學生有效樣本基本資料 

背景變向 變項 人數 百分比 

1.性別 男生 193 36.9 

女生 328 62.7 

總計 521 100 

2.族別 原住民 399 76.3 

 非原住民 124 23.7 

 總計 523 100 

3. 教養類型 開明權威 210 40.2 

 專制權威 78 14.9 

 寬鬆放任 80 15.3 

 忽視冷漠 155 29.6 

 總計 52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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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與討論 

根據所得之資料進行分析本研究之結果與發現，分為三個主要部分，一、

有關於不同背景變項在族群認同、創意自我效能、創意傾向、創意思考及頓悟

性之差異性分析結果。二、瞭解族群認同對創意自我效能、創意傾向、創意思

考及頓悟性之預測效果並探究家庭教養的調節效果。敘述如下： 

壹、性別在族語使用、教養、族群、創意效能、創造傾向、創造思考及頓悟

性的差異比較。 

一、由表 4-1可知，不同性別的受試樣本在族語使用、教養、族群、創意效

能、創造傾向、創造思考及頓悟性的表現差異為： 

（一）族語使用頻率 

在「族語使用頻率」上，獨立樣本ｔ檢定考驗分析結果（t=-3.82，

p<.001）達顯著差異，比較平均數後可知，女生使用族語的頻率較男生高。 

（二）教養態度 

在「教養態度」上，獨立樣本ｔ檢定考驗分析結果（t=-2.52，p<.05）達顯

著差異，比較平均數後，可知家長對女生的整體教養觀優於男生。 

（三）族群認同 

在「族群認同」上，獨立樣本ｔ檢定考驗分析結果（t=-2.11，p<.05）達顯

著差異，比較平均數後可知，可知女生的族群認同優於男生。 

（四）創造思考 

在「創造思考」上，獨立樣本ｔ檢定考驗分析結果（t=-1.21，p＞.05）未

達顯著差異，男女生在創造思考的得分並無差異。 

表 4-1性別之差異分析 

變項 性別 N 平均數 標準差 t 

族語使用頻率 
男生 192 1.58 1.15 -3.82*** 

女生 324 2.02 1.31  

教養態度 
男生 193 125.88 23.45 -2.52* 

女生 328 130.93 21.16  

族群認同 男生 193 37.47 8.58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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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生 328 39.01 7.72  

創意自我效能 
男生 193 39.69 5.48 .91 

女生 328 39.25 5.19  

創造力傾向 
男生 193 113.13 13.12 1.34 

女生 328 111.51 13.45  

創造思考 
男生 193 34.24 21.43 -1.21 

女生 328 36.64 21.91  

頓悟性 
男生 193 .9171 1.02 1.55 

女生 328 .7774 .97  
*p<.05  **p<.01  ***p<.001  

 

貳、族別在族語使用、教養、族群、創意效能、創造傾向、創造思考及頓悟

性的差異比較。 

一、由表 4-2可知，不同族別的受試樣本在族語使用、教養、族群、創意效

能、創造傾向、創造思考及頓悟性的表現差異為： 

（一）族語使用頻率 

在「族語使用頻率」上，獨立樣本ｔ檢定考驗分析結果（t=30.36，

p<.001）達顯著差異，比較平均數後可知，原住民使用族語的頻率高於非原

住民。 

  （二）教養類型 

在「教養態度」上，獨立樣本ｔ檢定考驗分析結果（t=4.15，p<.001）達顯

著差異，比較平均數後，可知家長對原住民的整體教養觀優於非原住民。 

（三）族群 

  在「族群認同」上，獨立樣本ｔ檢定考驗分析結果（t=10.99，p<.001）達顯

著差異，比較平均數後可知，可知原住民的族群認同優於非原住民。 

（四）創意效能 

在「創意自我效能」上，獨立樣本ｔ檢定考驗分析結果（t=3.63，p<.001）

達顯著差異，比較平均數後可知，原住民的創意自我效能優於非原住民。 

（五）創造傾向 

在「創造力傾向」上，獨立樣本ｔ檢定考驗分析結果（t=2.37，p<.05）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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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差異，比較平均數後可知，原住民在創造力傾向的得分高於非原住民。 

（六）創造思考 

在「創造思考」上，獨立樣本 t檢定考驗分析結果（t=-.17,p＞.05）未達

顯著差異，表示兩這之間並無差異。 

（六）頓悟性 

在「頓悟性」上，獨立樣本ｔ檢定考驗分析結果（t=-3.88，p<.001）達顯

著差異，比較平均數後可知，非原住民的頓悟性優於原住民。 

表 4-2族別之差異分析 

變向 族別 N 平均值 標準差 t 

族語使用頻率 
原住民 394 2.43 .865 30.36*** 

非原住民 124 .04 .228  

教養態度 
原住民 399 131.24 20.63 4.15*** 

非原住民 124 121.84 25.89  

族群認同 
原住民 399 40.38 6.90 10.99*** 

非原住民 124 32.05 8.70  

創意自我效能 
原住民 399 39.86 5.03 3.63*** 

非原住民 124 37.90 5.88  

創造力傾向 
原住民 399 112.90 13.56 2.37* 

非原住民 124 109.66 12.29  

創造思考 
原住民 399 35.66 22.17 -.17 

非原住民 124 36.06 20.56  

頓悟性 
原住民 399 .73 .87 -3.88*** 

非原住民 124 1.12 1.25  
*p<.05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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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教養類型在族語使用、教養觀點、族群認同、創意效能、創造傾向、創

造思考及頓悟性的差異比較。 

一、由表 4-1-7 可知，不同教養類型的受試樣本在族語使用、教養、族群、

創意效能、創造傾向、創造思考及頓悟性的表現差異為： 

（一）族語使用 

在「族語使用頻率」上，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F=8.80，p<.001）達顯著

差異，經事後比較發現，家長為開明權威型的大學生使用族語的頻率高於寬

鬆放任類型及忽視冷漠型。 

（二）教養 

在「教養態度」上，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F=376.71，p<.001）達顯著差

異，經事後比較發現，家長為開明權威型的整體教養觀優於專制權威型、寬

鬆放任型及忽視冷漠型，家長為專制權威型的整體教養觀優於忽視冷漠型，

家長為寬鬆放任型的整體教養觀優於忽視冷漠型。 

（三）族群 

在「族群認同」上，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F=28.23，p<.001）達顯著差

異，經事後比較發現，家長為開明權威型的大學生的族群認同的優於專制權

威型、寬鬆放任型及忽視冷漠型，家長為專制權威型的大學生的族群認同優

於忽視冷漠型，家長為寬鬆放任型的大學生的族群認同優於忽視冷漠型。 

（四）創意效能 

在「創意自我效能」上，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F=13.79，p<.001）達顯

著差異，經事後比較發現，家長為開明權威型的大學生的創意自我效能優於

專制權威型及忽視冷漠型。 

（五）創造傾向 

在「創造力傾向」上，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F=9.76，p<.001）達顯著差

異，經事後比較發現，家長為開明權威型及專制權威型的大學生在創造力傾

向的得分皆高於忽視冷漠型。 

（六）創造思考 

在「創造思考」上，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F=2.23，p＞.05）未達顯著差

異，表示四種類型間並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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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頓悟性 

在「頓悟性」上，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F=.69，p＞.05）未達顯著差

異，表示四種類型間並無顯著差異。 

表 4-1-7教養類型之差異分析 

變項 
教養

類型 
N 平均數 標準差 

變

異

源 

平方和 

自

由

度 

均方 F 

事

後

比

較 

族語使用

頻率 

開明

權威 
207 2.15 1.25 

組

間 

組

內 

總

計 

40.98 

797.14 

838.12 

3 

514 

517 

13.66 

1.55 

 

8.80*** 

 

 

開

>

寬 

開

>

忽 

專制

權威 
77 1.99 1.17 

寬鬆

放任 
79 1.54 1.27 

忽視

冷漠 
155 1.55 1.25 

總計 518 1.86 1.27 

教養態度 

開明

權威 
210 148.49 9.97 

組

間 

組

內 

總

計 

178395.56 

81926.12 

260321.68 

3 

519 

522 

59465.18 

157.85 

 

376.71*** 

 

 

開

>

專 

開

>

寬 

開

>

忽 

專

>

忽 

寬

>

忽 

專制

權威 
78 124.96 8.79 

寬鬆

放任 
80 130.37 8.07 

忽視

冷漠 
155 103.96 18.02 

總計 523 129.01 22.33 

族群認同 

開明

權威 
210 41.74 6.61 

組

間 

組

內 

4894.66 

29993.10 

34887.76 

3 

519 

522 

1631.55 

57.79 

 

28.23*** 

 

 

開

>

專 

開

專制

權威 
78 38.14 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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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鬆

放任 
80 37.76 8.02 

總

計 

>

寬 

開

>

忽 

專

>

忽 

寬

>

忽 

忽視

冷漠 
155 34.37 8.38 

總計 523 38.41 8.17 

創意自我

效能 

開明

權威 
210 41.00 5.44 

組

間 

組

內 

總

計 

1085.83 

13620.68 

14706.51 

3 

519 

522 

361.94 

26.24 

 

13.79*** 

 

 

開

>

專 

開

>

忽 

專制

權威 
78 38.83 4.89 

寬鬆

放任 
80 39.29 3.90 

忽視

冷漠 
155 37.56 5.32 

總計 523 39.39 5.30 

創造力傾

向 

開明

權威 
210 114.60 13.51 

組

間 

組

內 

總

計 

4958.64 

87866.27 

92824.91 

3 

519 

522 

1652.88 

169.29 

 

9.76*** 

 

 

開

>

忽 

專

>

忽 

專制

權威 
78 114.35 12.24 

寬鬆

放任 
80 112.39 12.46 

忽視

冷漠 
155 107.53 12.95 

總計 523 112.13 13.33 

創造思考 

開明

權威 
210 34.30 20.96 

組

間 

組

內 

總

計 

3153.32 

244581.80 

247735.12 

3 

19 

522 

1051.10 

471.25 

 

2.23 

 

 

 

專制

權威 
78 36.83 20.83 

寬鬆

放任 
80 41.16 24.78 

忽視

冷漠 
155 34.40 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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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523 35.76 21.78 

頓悟性 

開明

權威 
210 .82 .95 

組

間 

組

內 

總

計 

2.85 

512.99 

515.85 

3 

519 

522 

.95 

.98 

 

.96 

 

 

 

專制

權威 
78 .66 1.01 

寬鬆

放任 
80 .86 .92 

忽視

冷漠 
155 .89 1.06 

總計 523 .82 .99 

N=523  *p<.05  **p<.01  ***p<.001  N.S.(no significa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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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族群認同對創意思考的預測效果迴歸及探究教養態度的調節效果 

一、族群認同、教養態度與創意思考的相關 

   對於大學原住民學生的族群認同、創意思考及教養態度之相關分析如表 4-

2-1：從表 4-2-1可知（一）族語使用方面：與教養態度、創意自我效能、創造

傾向有顯著低度正相關，與族群認同有顯著的中度正相關（r=.50,p=.000），與

頓悟性思考有顯著低度負相關。與創造力則無顯著相關。從此可以推測族語使

用與態度與情意相關性高，而創造力為擴散性思考能力則無呈現相關，而且與

頓悟性思考屬於聚斂性思考則呈現負相關。（二）教養態度方面：與族群認同、

創意自我效能有顯著中度正相關，與創造傾向呈現顯著低度正相關。而與創造

力、頓悟性思考則沒有顯著相關。（三）族群認同方面：與族語使用、教養態

度、族群認同、創意自我效能、創造傾向呈現中度正相關。而與創造力和頓悟

性思考無相關。（四）創創意自我效能方面：與族群認同、教養態度、族語使用

及創造傾向有顯著正相關，與創造力和頓悟性思考無顯著相關。（五）創造傾向

方面：與所有變相均呈現顯著低度正相關（r=.12-.48之間）。（六）創造力方

面：僅與創造傾向（r=.23）與頓悟性思考（r=.25）呈現顯著正相關，其餘均

無相關。（七）頓悟性思考方面：僅與創造力（r=.25）和創造傾向（r=.17）呈

現顯著正相關，其餘均無相關存在。 

    整體看來，族群認同與同屬態度的教養態度、創意自我效能、創造傾向均

有相關存在，而與屬於認知能力的創造力與頓悟性無顯著相關。或許可以解釋

為原住民大學生的族群認同在創造力的認知與態度確實呈現出一個非常不同的

情形。其中族語使用可以有效的 24.9％（.502）解釋族群認同。教養態度可以

有效的 20.2％解釋族群認同。這個發現對於原住民族如何找回族群認同，族語

使用與教養態度的相關提供一個有力的證據。但是從族語使用頻率看來平均在

1.86接近偶爾使用（選項 2），也就說僅有少數的大學原住民學生會使用其原住

民族語溝通。這也是原住民族語必須振覆的重要理由之一。 

 

 

表 4-2-1原住民大學生族語使用頻率、教養態度、族群認同與多元創造力之相

關情形 

 1 2 3 4 5 6 

1.族語使用頻率  -      

2.教養態度  .20** -     

3.族群認同  .50** .45** -    

4.創意自我效能  .25** .36** .39** -   

5.創造力傾向  .12** .23** .31** .34** -  

6.創造思考  -.04 -.02 .05 -.09 .23** - 

7.頓悟性  -.18
**
 .02 -.04 .01 .17

**
 .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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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族群認同程度對多元創造力之預測與教養態度的調節作用考驗 

（一）族群認同對創造思考的影響，以教養類型為調節變項。 

結果說明 

從表 4-2-2來看，階層迴歸分析可知，帶有交互作用項的調節迴歸方程式

如下：Y’=0170X+(-.06)Z+(-.004)XZ+34.99 

其中交互作用項不顯著，ΔR2=.01,(Fchange(1,52)=1.25，p=.26)。 

從參數估計的結果也可以看到交互作用項的 t考驗不顯著(t=-1.12，p=.26)。

對於兩個主要效果的檢驗則發現，族群認同程度與教養類型對目前創造思考的

淨解釋力分別為.074(t=1.51，p=.13)與-.05(t=1.09，p=.28)，兩者均不顯

著。 

因此，結果推翻了族群認同程度與教養類型兩個自變項對創造思考具有交

互作用的假設，不論族群認同程度、教養類型及交互作用均沒有顯著的調節作

用。說明族群認同對創造思考能力不具有預測效果，教養態度也不具有調節作

用。 

表 4-2-2 

 模式一 

Β     t 

模式二 

Β     t 

模式三 

Β      t 

自變項 

族群認同 

 

.05  1.14 

 

.07  1.51 

 

.06   1.29 

調節變項 

教養態度 

 

 

 

-.05  -1.09       

 

-.07   -.30 

交互作用 

教養態度 

與族群認同 

   

-.05   -1.12 

F 

F 

R2 

R2 

1.31 

           

.001 

.003 

1.24 

1.18 

.001 

.002 

1.25 

1.25 

.001 

.002 
*p<.05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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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族群認同程度對創造力傾向的影響，以教養態度為調節變項。 

從表 4-2-3來看：階層迴歸分析可知，帶有交互作用項的調節迴歸方程式

如下：Y’=.45X+.08Z+.01XZ+113.07 

其中交互作用項達顯著，ΔR2=.01,(Fchange(1,52)=5.53，p=.02)。 

從參數估計的結果也可以看到交互作用項的 t考驗達顯著(t=2.35，p=.02)。對

於兩個主要效果的檢驗則發現，族群認同程度與教養類型對目前創造力傾向的

淨解釋力分別為.26(t=5.55，p=.000)與.11(t=2.42，p=.02)，兩者均達顯著，

表示兩者在控制彼此的效果後，都具有顯著的增量解釋力，分別

為.262=.067=6.66%與.112=.013=1.25%，這兩者相加會小於模式二整體解釋力

(.11)，就是因為兩個主要效果之間的共線性被排除掉所致，其百分比為

10.5%-(6.66%+1.25%)=2.59%。 

因此，結果成立了族群認同程度與教養類型兩個自變項對創造力傾向具有

交互作用的假設，不論族群認同程度、教養類型及交互作用均達顯著的調節作

用。因此，族群認同對創造力傾向具有預測力，同時教養態度也對創造力傾向

具有調節作用。分析其原因，從相關分析可知創造力傾向為情意態度與教養態

度有較高的相關。 

表 4-2-3族群認同對創造力傾向的影響，教養態度為調節變項 

 模式一 

Β     t 

模式二 

Β     t 

模式三 

Β      t 

自變項 

族群認同 

 

.31  7.39*** 

 

.26  5.55*** 

 

.28   5.91*** 

調節變項 

教養態度 

 

 

 

.11  2.42**       

 

.14   2.86** 

交互作用 

教養態度 

與族群認同 

   

.10   2.35* 

F 

F 

R2 

R2 

54.67*** 

           

.10 

.10 

30.51*** 

5.85* 

.11 

.01 

22.36*** 

5.53* 

.11 

.10 
*p<.05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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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族群認同程度對創意自我效能的影響，以教養類型為調節變項。 

結果說明 

從表 4-2-4來看，階層迴歸分析可知，帶有交互作用項的調節迴歸方程式

如下：Y’=.18X+.05Z-.01XZ+39.31 

其中交互作用項不顯著，ΔR2=.,(Fchange(1,521)=，p=.000)。 

從參數估計的結果也可以看到交互作用項的 t考驗不顯著(t=.61，p=.55)。對

於兩個主要效果的檢驗則發現，族群認同程度與教養類型對目前創意自我效能

的淨解釋力分別為.28(t=6.45，p=.000)與.23(t=5.21，p=.000)，兩者均達顯

著，表示兩者在控制彼此的效果後，都具有顯著的增量解釋力，分別

為.282=.0807=8.07%與.2302=.0529=5.29%，這兩者相加會小於模式二整體解釋

力(.19)，就是因為兩個主要效果之間的共線性被排除掉所致，其百分比為

8.07%+5.29%=13.3%。 

因此，結果推翻了族群認同程度與教養類型兩個自變項對創意自我效能具

有交互作用的假設，教養類型對族群認同程度→創意自我效能的解釋力沒有顯

著的調節作用。但是控制模型成立(R2＝.19,F(2,520)=1413.72 p=.000)，族群

認同程度與教養類型各自對創意自我效能的解釋力達顯著。控制回歸方程式如

下:Y’=0.19X+.05+39.40。 

表 4-2-4 

 模式一 

Β     t 

模式二 

Β     t 

模式三 

Β      t 

自變項 

族群認同 

 

.39  9.59*** 

 

.28  6.45*** 

 

.28   6.23*** 

調節變項 

教養態度 

 

 

 

.23  5.21**       

 

.22   4.97** 

交互作用 

教養態度 

與族群認同 

   

-.03   -.61 

F 

F 

R2 

R2 

92.01*** 

           

.15 

 

61.89*** 

27.14*** 

.19 

.04 

41.33*** 

.37 

.19 

.00 
*p<.05 **p<.01 ***p<.001 

 

a. 應變數: 創意自我效能 

 

 

（四）族群認同程度對頓悟性思考的影響，以教養類型為調節變項。 

結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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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 4-2-5看來，階層迴歸分析可知，帶有交互作用項的調節迴歸方程式

如下：Y’=-.01X+.01Z+000XZ+.81 

其中交互作用項不顯著，ΔR2=.001,(Fchange(1,519)=.61，p=.44)。 

從參數估計的結果也可以看到交互作用項的 t考驗不顯著(t=-.78，p=.44)。對

於兩個主要效果的檢驗則發現，族群認同程度與教養類型對目前創造思考的淨

解釋力分別為-.05(t=-1.06，p=.29)與-.04(t=.78，p=.44)，兩者均不顯著。 

因此，結果推翻了族群認同程度與教養類型兩個自變項對頓悟性思考具有

交互作用的假設，不論族群認同程度、教養類型及交互作用均沒有顯著的調節

作用。 

 模式一 

Β     t 

模式二 

Β     t 

模式三 

Β      t 

自變項 

族群認同 

 

-.04  -.80 

 

-.05  -1.06 

 

-.06  -1.19 

調節變項 

教養態度 

 

 

 

.04  .78      

 

.00   .03 

交互作用 

教養態度 

與族群認同 

   

-.04   -.78 

F 

F 

R2 

R2 

.64 

           

.00 

.00 

.62 

.61 

.00 

.00 

.62 

.61 

.00 

.00 
*p<.05 **p<.01 ***p<.001 

 

（五）綜合討論 

從本研究的結果與發現，以下研究者針對重要的發現與結果進行討論，以

作為本研究的審視與再思考。 

從研究中發現族群認同與族語使用有很高的相關，這與許多學者的研究相

同（許文忠，1999：張茂源，2008；張琇喬，2000；陳枝烈，2000；魏春枝、

張耐，2000）。另外在教養態度上的研究與許多學者也有相同的觀點（王朝茂，

2010；王鐘和,1993；陳作忠，2002；陳必卿，2017）。研究中也發現男女生在

教養觀、族語使用上均有顯著差異。原住民與漢人學生在族語使用、族群認

同、教養態度、創意自我效能和創造傾向等五個變項中也優於非原住民學生，

此一發現也頗具意義，可見觀念上傳統認為原住民學生的認知與態度較差，可

能所比較的項目不同，或是大都為中小學生，此次以大學生相比之後顯然與傳

統看法不同，可見在大學群體中態度與族群關係反而是原住民學生觀念與認同

更高。在頓悟性認知表現上也確實如以前研究發現一樣，非原住民學生表現優

於原住民學生，是什麼原因會如此，因本研究僅以調查及測驗問卷為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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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在進一步探究的地方。另外族群認同與多元創造力之間除了創造力與頓悟性

思考不具調節效果，其他創意自我效能、創造傾向的創造力表現則存在著顯著

的預測效果。這與督固．撒耘、謝若蘭（2017）、陳學志（2016）等人的研究有

共同的看法。與洪暉秀（2018）的研究部分觀點認為父母的教養特別是開明權

威會對創造力有顯著的影響這個觀點一致。 

 

伍、研究目的三:原住民大學生創意發展研習活動之成效 

 

一、 創意發展活動之學習 

為增進原住民大學生對創造力的認識與瞭解，本研究除了進行調查研究之外，

設計一場創意思考的研習活動，用以瞭解原住民大學生對於創意思考活動的學習

效果，收集他們對創意思考活動以及原住民族文化的創意結合。原本計畫招 30

個原住民大學生參加，由於受到 COVI19 疫情的影響，及本校有兩例 COVI19 案

例，原本欲取消此項研習活動，結果也僅有 11 位原住民大學生報名參加。幾番

思考後，計畫依舊執行，但因人數太少僅能以描述性統計及質性資料的描述瞭解

學生們的意見和結果。 

主要結果如下說明：本研習活動以原住民大學生慣用的口語「以！什麼玩

意？」來命名，邀請原住民學者以及創意思考研究及教學專家各兩位來進行本研

究的教學及討論主講者。主要的創意思考研習內容有：1.創意之法取徑通「幽」

—從創造幽默通往幽默創意思考技法，2.原住民創作戲劇，3.心智圖法在大學生

的應用，4.如何發展創造力。除了活動過程的觀察與互動中獲得學生的學生反應

外，也就創意思考學習活動後進行創意思考研習活動的整體滿意度、課程內容、

創造力的激發、教學活動的有效性進行問卷調查，用以瞭解參與者對創意思考活

動的回饋與意見。整體而言，學生對研習活動的反應是非常及滿意的：1.整體滿

意度：有 67%的學員非常滿意及 33覺得滿意整體活動。2.課程內容方面：有 89%

的學員非常同意及 33 同意課程豐富有趣。3.創造力激發方面：有 89%的學員非

常同意、11同意課程激發更多對創造力的興趣。4.教學有效性方面：有 78%的學

員非常同意及 22％同意課程講師的講解方式深入淺出，容易吸收（詳見附錄二）。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之目的及研究發現做總結，主要分為兩個部分，結論與建議：分述

如下： 

 

壹、研究結論 

根據本研究之發現，主要結論有： 

1. 原住民大學生的不同背景變項（性別、族群、教養觀）對其家庭教養態度、

創意自我效能、族群認同、創意傾向、創意思考及頓悟力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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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原住民大學生的族群認同對其創意傾向、創意自我效能會透過家庭教養觀之

調解產生預測力。 

3. 參與本研究之原住民大學生對創意思考課程認為對其創造力與文化創意有助

益且有很高的滿意度。 

 

貳、建議 

根據本研究之結論：主要之建議如下： 

1. 根據研究結果之發現，背景變項對原住民大學生具有顯著差異，其意義重

要，應重視原住民大學生的性別教育、族語使用、族群認同及家庭教養觀。 

2. 教育部及原民會對於族語使用、族群認同及家庭教養應有具體之規劃課程或

計畫。 

3. 研究顯示族群認同會對原住民大學生的創意傾向、創意自我效能透過家庭教

養產生調解的預測力，原住民族教育及文化主管機關應該加強族群認同之教

育、加強族語使用之教學及民族文化的教育。 

4. 原住民大學生對創意思考活動有很強的反應，也有很高的滿意度，從質性資

料顯示學生也學習到創意的知識與技能與在文化上的應用。建議應加強創意

思考的知識與技法的教育訓練，特別是應用於原住民族文化創新上。 

5. 對於未來的研究，根據本研究的發現，族語使用與族群認同會影響原住民族

的創意傾向和創意自我效能及創造力，然而仍欠缺進一步得深入瞭解其原

因，因此建議可以進一步進行質性研究以深度訪談方式來收集資料，分析其

影響重要因子為何？作為教育政策上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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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之多元創造力探討暨家庭教養方式與族群認同 

之調節效果問卷 

 

 

【第一部分：基本資料】請根據您的個人狀況，在□內打 v。 

1. 性別：□男 □女 

2. 學校：＿＿＿＿＿＿＿ 

3. 系級：＿＿＿＿＿＿＿ 

4. 族別：□原住民 □非原住民 

5. 居住地：＿＿＿＿＿＿縣／市 

6. 族語使用頻率（非原住民不須填答）： 

□完全不使用 □偶爾使用 □有時候使用 □經常使用 

  

親愛的同學： 

您好！感謝您抽空填答本問卷。這是一份學術性研究問卷，請您閱讀說明

以及聽從現場人員指示後，針對各問題作答，本問卷僅供學術研究參考，您所

填寫的內容會完全保密，請放心填答。 

這份問卷需要花費一些時間，請您務必耐心仔細回答全部的問題。 

再次感謝您撥冗協助，將為學術注入可貴的生命力！ 

敬祝  

平安順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潘裕豐 敬上 

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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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家長教養態度量表】 

填答說明：請仔細看完題目後，依據自己的實際情形，圈選最適合的答案。 

 非 很 稍 稍 很 非 

常 不 微 微  常 

不  不  符  

符 符 符 符  符 

合 合 合 合 合 合 

1. 當我懂得幫助別人、發揮愛心，父母或主要照顧

者會讚許我。 
1 2 3 4 5 6 

2. 當我生活和學習遇到挫折時，父母或主要照顧者

會鼓勵我、安慰我。 
1 2 3 4 5 6 

3. 當我課業有所進步，父母或主要照顧者會稱讚

我。 
1 2 3 4 5 6 

4. 如果我主動做好該做的事，父母或主要照顧者會

稱讚我。 
1 2 3 4 5 6 

5. 當我待人和氣、懂禮貌時，父母或主要照顧者會

稱讚我。 
1 2 3 4 5 6 

6. 父母或主要照顧者會鼓勵我說出自己的想法與

看法。 
1 2 3 4 5 6 

7. 我不小心打破東西時，父母或主要照顧者不會責

備我。 
1 2 3 4 5 6 

8. 父母或主要照顧者做與我有關的事前，主要照顧

者會聽從我的意見。 
1 2 3 4 5 6 

9. 當我受了委屈，父母或主要照顧者會願意傾聽我

的訴苦。 
1 2 3 4 5 6 

10. 每次學校有考試，父母或主要照顧者會先幫我複

習或為我加油。 
1 2 3 4 5 6 

11. 當我無聊時，父母或主要照顧者會陪我做一些有

趣的事。 
1 2 3 4 5 6 

12. 功課或生活上有不會或不懂的，父母或主要照顧

者會細心的為我解說。 
1 2 3 4 5 6 

13. 假日時父母或主要照顧者會帶我去戶外活動。 1 2 3 4 5 6 

14. 父母或主要照顧者記得我的生日並為我慶生。 1 2 3 4 5 6 

15. 當我生病時，父母或主要照顧者會很著急帶我去

看醫生。 
1 2 3 4 5 6 

16. 同學到我家時，父母或主要照顧主會很高興並很

親切的與他們交談。 
1 2 3 4 5 6 

17. 父母或主要照顧者要求我不可以說謊，否則會受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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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懲罰。 

18. 父母或主要照顧者不准我與他人發生爭執並訴

諸暴力。 
1 2 3 4 5 6 

19. 父母或主要照顧者要求我愛惜物品，否則會受

罰。 
1 2 3 4 5 6 

20. 父母或主要規定者規定我用過的東西一定要放

回原位。 
1 2 3 4 5 6 

21. 父母或主要照顧者不准我到不良場所，否則會受

罰。 
1 2 3 4 5 6 

22. 父母或主要照顧者會要求我要誠實。 1 2 3 4 5 6 

23. 父母或主要照顧者規定我到別人家作客或見到

客人時保持禮貌。 
1 2 3 4 5 6 

24. 父母或主要照顧者要求我幫忙分擔家務工作，以

養成愛家的好習慣。 
1 2 3 4 5 6 

25. 父母或主要照顧者要求我下課後直接回家。 1 2 3 4 5 6 

26. 父母或主要照顧者要求我不可明知故犯，否則會

受到懲罰。 
1 2 3 4 5 6 

27. 父母或主要照顧者要求我在睡前完成作業並整

理好明天出門要用到的東西。 
1 2 3 4 5 6 

28. 父母或主要照顧者要求我做決定前先知會他們。 1 2 3 4 5 6 

 

 

 

 

 

  



42 
 

【第三部分：族群認同量表】 

填答說明：請仔細看完題目後，依據自己的實際情形，圈選最適合的答案。 

 

非 不 普 同 非 

常    常 

不 同    

同    同 

意 意 通 意 意 

1. 我曾經花過時間來找尋和我自己族群身分相關的資訊，

例如它的歷史、傳統或風俗習慣等。 
1 2 3 4 5 

2. 對於自己的族群，我有很強烈的歸屬感。 1 2 3 4 5 

3. 在我經常接觸的人群中，其中多數成員都和我有相同的

族群身分。 
1 2 3 4 5 

4. 我很清楚的知道，我的族群身分對自己的意義到底是甚

麼。 
1 2 3 4 5 

5. 我曾經思考過例如「到底我的族群身分，會對自己的生

命有什麼樣的影響？」這一類的問題。 
1 2 3 4 5 

6. 我對自己的族群身分有極大的光榮感。 1 2 3 4 5 

7. 為了對自己的族群背景有更多的認識和了解，我常常會

和其他人討論到自己的族群身分。 
1 2 3 4 5 

8. 對於自己所屬的族群，我感到我們之間有很強的連結。 1 2 3 4 5 

9. 我會參與自己所屬族群的文化相關活動，例如吃自己族

群特有的食物、聽自己族群特有的音樂、或者自己族群

特有的風俗習慣。 

1 2 3 4 5 

10. 我對自己的文化或族群背景，有很好的感覺。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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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創意自我效能量表】 

填答說明：請仔細看完題目後，依據自己的實際情形，圈選最適合的答案。 

 非 不 符 非 

常   常 

不 符   

符   符 

合 合 合 合 

1. 當我面對新問題時，我相信我能很快聯想到很多個解決

方案。 
1 2 3 4 

2. 當我遇到難解的問題時，我相信我能嘗試新方法來解

決。 
1 2 3 4 

3. 當我面對具挑戰性的任務時，我深信我能聯想許多相關

的知識。 
1 2 3 4 

4. 面對難解的問題時，我相信我總是能想到別人意想不到

的答案。 
1 2 3 4 

5. 當我在做報告時，我相信我能做出令人耳目一新的作

品。 
1 2 3 4 

6. 與其他人相比，我相信我做出來的作業更別出心裁。 1 2 3 4 

7. 我能巧妙的運用一些普通的東西，使我的報告更有創

意。 
1 2 3 4 

8. 我認為我所做出來的作業，與他人雷同。 1 2 3 4 

9. 我覺得我想不出其他方法，使我的作業更有創意。 1 2 3 4 

10. 每需要思考新的解決方法時，我相信我能忍受他人的異

樣眼光，自由想像。 
1 2 3 4 

11. 就算老師不鼓勵創新的觀點，我還是會去思索問題的不

同的解法。 
1 2 3 4 

12. 就算家人不欣賞我的獨特觀點，我還是會盡情的想像。 1 2 3 4 

13. 當家人批評我做的創意作品時，我就會放棄。 1 2 3 4 

14. 當老師不接受我的創意成品時，我想我仍會堅持自己的

理想。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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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創造力傾向量表】 

填答說明：請仔細看完題目後，依據自己的實際情形，圈選最適合的答案。 

 完 部 完 

全 分 全 

不 符 符 

合 合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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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2. 我喜歡仔細觀察我沒有看過的東西，以了解詳細的情

形。 
1 2 3 

3. 我喜歡變化多端、富有想像力的故事。 1 2 3 

4. 我喜歡利用舊報紙、舊月曆或舊罐頭等廢物來做各種

好玩的東西。 
1 2 3 

5. 我喜歡幻想一些我想知道或想做的事 1 2 3 

6. 如果事情不能一次就完成，我會繼績嘗試直到成功為

止。  
1 2 3 

7. 我喜歡用相同的方法做事情，不喜歡去找其它新的方

法。 
1 2 3 

8. 我喜歡探究事情的真假。 1 2 3 

9. 我喜歡做許多新鮮的事。 1 2 3 

10. 我喜歡想一些不曾在我身上發生過的事。 1 2 3 

11. 我喜歡想像有一天能成為藝術家、音樂家或詩人。 1 2 3 

12. 我寧願生活在太空站，也不喜歡住在地球。 1 2 3 

13. 我認為所有的問題都有固定的答案。 1 2 3 

14. 我喜歡與眾不同的事情。 1 2 3 

15. 我常想要知道別人正在想什麼。 1 2 3 

16. 我喜歡和朋友一起，和他們分享我的想法。  1 2 3 

17. 如果一本故事書的最後一頁被撕掉了，我就自己編一

個故事，把結局補上去。 
1 2 3 

18. 我長大後，想做一些別人從沒做過的事情。 1 2 3 

19. 嘗試新的遊戲或活動是件有趣的事。 1 2 3 

20. 我不喜歡太多的規則限制。 1 2 3 

21. 我喜歡解決問題，即使沒有正確答案也沒關係。 1 2 3 

22. 有許多事情我都很想親自去嘗試。 1 2 3 

23. 我喜歡唱沒有人知道的新歌。 1 2 3 

24. 我不喜歡在班上同學面前發表意見。 1 2 3 

25. 當我讀小說或看電視時，我喜歡把自己想成故事中的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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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26. 我喜歡幻想200年前人類生活的情形。 1 2 3 

27. 我常想自己編一首新歌。 1 2 3 

28. 我喜歡翻箱倒櫃，看看有些什麼東西在裡面。 1 2 3 

29. 畫圖時，我喜歡改變各種東西的顏色和形狀。 1 2 3 

30. 對於一件事情，先猜猜看，然後再看是不是猜對了，這

樣子做很有趣。 
1 2 3 

31. 玩猜謎之類的遊戲很有趣，因為我想要知道會有什麼

結果。 
1 2 3 

32. 我對機器有興趣，也很想知道它裡面是什麼樣子，它又

是怎麼轉動的。 
1 2 3 

33. 我喜歡可以拆開來的玩具。 1 2 3 

34. 我喜歡想一些新點子(花樣)，即使用不著也無所謂。 1 2 3 

35. 為將來可能發生的問題找答案，是一件令人興奮的事。 1 2 3 

36. 我喜歡嘗試新的事情，目的只是為了想知道會有什麼

結果。 
1 2 3 

37. 玩遊戲時，通常我的興趣是參加，而不在乎輸贏。 1 2 3 

38. 當我看到一張陌生人的照片時，我喜歡猜測他是怎麼

樣的一個人。 
1 2 3 

39. 我喜歡翻閱書籍及雜誌，只想知道它的內容是什麼。 1 2 3 

40. 我不喜歡探尋事情發生的各種原因。 1 2 3 

41. 我喜歡問一些別人沒有想過的問題。  1 2 3 

42. 無論在家裡或在學校，我都喜歡做許多有趣的事。 1 2 3 

43. 碰到不知道的事，我喜歡去問人家。 1 2 3 

44. 沒有人知道怎麼玩的遊戲，我也不會想要玩。 1 2 3 

45. 我喜歡凡事都照規矩來做的朋友。 1 2 3 

46. 一旦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我就一直用這個方法，不想

再另外找答案。 
1 2 3 

47. 我認為許多問題都只有一個答案。 1 2 3 

48. 我喜歡把每樣東西放在固定的位置。 1 2 3 

49. 我喜歡想一些別人沒想過的問題。 1 2 3 

50. 我最好的朋友都不喜歡新的點子。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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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新編創造思考測驗】 

填答說明： 

1. 「人」是個文字也是個圖形，在這個測驗裡是要你把「人」當成圖形而不

是文字看待。下面總共有五十七個大小不盡相同的「人」形，看你在時間

內能畫出多少的圖畫，人形必須是你所畫圖畫中的一部份，畫好之後請在

每一幅圖畫下面畫線處寫出所畫圖形的名稱。 

2. 你所畫的圖畫不能是中文字。 

3. 作答時間共 10 分鐘，請等候現場人員指示，再開始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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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人           人                      

1.                       2.                      3.              

  

 

      人           人            人 
4.                        5.                      6. 
 

   人            人           人                      

7.                       8.                      9.              

  

 

      人           人            人 
10.                      11.                     12. 
 

 

 

    人           人             人                      

13.                    1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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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人             人 
16.                    17.                     18. 
 

    人           人           人                      

19.                    20.                      21.              

  

 

      人           人            人 
22.                     23.                      24. 

       

 

       人           人            人 
25.                     26.                      27. 

 
 

    人           人             人                      

28.                    29.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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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人             人 
31.                    32.                     33. 
 

    人           人           人                      

34.                    35.                      36.              

  

 

      人           人            人 
37.                     38.                      39. 

       

 

       人           人            人 
40.                     41.                      42. 

 
 

    人           人             人                      

43.                    4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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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人             人 
46.                    47.                     48. 
 

    人           人           人                      

49.                    50.                      51.              

  

 

      人           人            人 
52.                     53.                      54. 

       

 

       人           人            人 
55.                     56.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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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問題解決活動】 

填答說明： 

1. 在此作業中你將會進行 5題有趣的問題，請仔細的閱讀問題並(盡量)作

答，將答案填寫在答案欄上。 

2. 作答完畢後請在每一題下方的空格中，勾選出是否之前已看過這個問題且

知道答案。 

3. 作答時間共 10 分鐘，請等候現場人員指示，再開始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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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一個 6 公尺長、2 公尺寬、1 公尺深的洞裡，會有多少立方公分的泥土？ 

答： 

是否之前看過這個題目且知道答案：  □是       □否 

 

2. 如何用一條直線將圓圈裡的數字分兩邊，且兩邊數字的總和會一樣。(請直

接畫上去) 

 

 

 

 

 

 

 

 

是否之前看過這個題目且知道答案：  □是       □否 

 

3. 有 9 隻豬被關在一個正方形的豬圈裡，請你再建出兩

個正方形的圍欄可使每一隻豬都單獨被關在一個空間

內。(請直接畫上去) 

 

 

是否之前看過這個題目且知道答案：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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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請自右圖中取走四根火柴，並只留下八個小正方形。請直接畫出來。 

 

 

 

 

 

 

 

 

 

 

 

是否之前看過這個題目且知道答案：  □是       □否 

 

 

5. 如何移動一個銅板，使得每一排都是 5 個。 

 

 

 

 

 

 

 

 

答： 

 

是否之前看過這個題目且知道答案：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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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實施計畫 

大學校院原住民族學生「創意發展與領導力培訓」實施計畫 

壹、目的 

一、結合大學豐厚之人力資源，為大學原住民籍學生規劃創意發

展與領導力之課程與活動，使學生能在學校課程之外有更多

充實學習的機會。 

二、藉由參與式的營隊活動，使參與學生分享其經驗，從實際操

作歷程，導引自我了解與增進社會關懷的能力。 

三、透過研習活動，體驗人文、自然、內省等多元智能，藉以提

升個人內在動機與涵養。 

四、藉由學生校際交流與觀摩，以激發創意競爭力，展現學生豐

碩之學習成果，達到教育之目標。 

貳、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計畫主持人：潘

裕豐教授 

二、 協辦單位：輔仁大學、中華創造學會 

參、參加對象及人數 

一、 參加對象：各大學原住民籍在學學生。 

二、 參加人數：營隊招收學員人數預計 30 人。 

三、 篩選條件：以報名時間優先順序為主，若超過 30 人，以每

間學校不超過 5 位為條件，電腦隨機抽籤。 

肆、辦理地點及時間： 

一、 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校區博愛樓 1 樓 113 教室 

二、 時間：2020 年 2 月 15 日（六）8:30－16:40 

伍、活動內容 

一、 本計畫以創造力與創新等主題規劃課程（如創造力、領導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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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與專家對談【大師講座】、觀摩……等）。 

二、 各營隊參加學員，應完成一份回饋表，以作為未來辦理相關

活動之參考。 

三、  

四、 活動流程 

時間 內容 主講人 

8:30-9:10 學員報到  

9:10-10:30 

創意之法取徑通「幽」

—從創造幽默通往幽默

創造的技法 

陳學志教授 

10:30-10:50 休息時間 

10:50-12:10 原住民創作戲劇 嘎造伊漾 

12:10-13:10 午餐 

13:10-14:30 
心智圖法 

在大學生的應用 
孫易新董事長 

14:30-14:50 茶敘時間 

14:50-16:10 如何發展創造力 潘裕豐老師 

16:10-16:40 回饋與討論 

16:40- 賦歸 

 

五、 師資經歷介紹： 

陳學志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博士， 現任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特聘教授兼教育學院院長、 

教育科學研究期刊(SCOPUS、ESSCI 期刊)、教育

心理學報(SCOPUS 期刊)主編。 曾任中國測驗學

會、中華創造學會及台灣心理學會理事長，以及 

測驗學刊(TSSCI)主編。 研究興趣包括漢字閱讀與

教學、創造力理論與教學、認知與情緒、幽默心理 

學、正向心理學等。 歷年來共計發表超過 200 篇

國內、外期刊或專書論文，並曾獲中華民國教育 



58 
 

團體聯合會學術研究木鐸獎及科技部傑出研究奬。 

嘎造伊漾 

Kacaw·Iyang 

老師 

花蓮玉里下徳武部落 阿美族 

現職祟右影藝科技大學演藝事業柔講師/部落劇會所

團長 

學歷: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戲劇學系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劇場藝術創作研究所 表演組 

演出經歷: 

台南人劇調《美女與野獸》《木蘭少女》《夜驚之

戀》 

組合話言舞團 Assembly Dance Theatre《鳴呼哀

哉》 

複象公場《愛的故事)(Learning English 學英文》 

愛樂劇工廠兒童音樂劇《老鼠娶親之公主不想嫁》 

臺灣師範大學表演藝術研究所《回家的路》《山海

經傳》 

臺灣藝術大學戲劇研究所製作《吾子吾弟》 

刺點創作工坊原創中文音樂劇(SHOT) (Gala 

Concert> 

只是嘖晴原創中文音樂劇《下午,美術館裡的四個

人》·....等。 

編/導演作品: 

愛樂劇工廠 X 遠傳電信 音樂會《蝴蝶想飛》 

新北市立金山高中第十八屆原專班畢製《顧鄉》 

基隆市立八斗高中 原專班展演 

《阿燃的生日派對)《影子 Adingo no mako》《北 · 

回歸 · 線》 

孫易新 全球第一位英國博贊中心(Buzan Centres)心智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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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 師資培訓班 

(Buzan Licensed Instructor)結業的華人講 師(1997

年)， 同時也是將心智圖法引進華人世界的第一

人。 

臺灣師範大學的教育博士，並在美國和臺灣取得二

個企管碩士以及一個教育碩士的學位，博士論文以

及二篇碩士論文， 主題都是研究心智圖法在不同

領域的應用方案，可謂全球心智圖法領域最專業的

教師，也讓源自於英國、更勝於英國的「孫易新心

智圖法」更具有先進性與實用性。 

二十餘年來在海峽兩岸推動心智圖法不遺餘力，授

課學員超過十萬人，網路課程影響人數超過數百萬

人。除了教學工作 之外，並著有心智圖法相關書

籍二十余冊，曾榮獲 Google Play 年度最佳書籍，

以及文化部優良課外讀物。 

目前積極從事心智圖法師資培訓的工作，期盼將多

年教學與研究的豐碩成果，傳承給致力於心智圖法

教學的老師，以強化教學上的競爭力，並提升全民

的思考與學習能力。 

潘裕豐老師 現任： 

1.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創造力發展碩士

班副教授 

2.中華創造學會理事長 

經歷： 

1.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副總務長、特殊教育中心主

任、原住民研究發展中心 

 主任、環境安全衛生中心主任 

2.教育部：大學原住民專班訪視委員、原住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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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委員、高中校務評鑑 

 委員、高中特殊教育評鑑委員 

3.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教育諮詢委員、原住民教

育文化基金會監察人 

4.台灣原住民教授學會秘書長、常務理事 

5.中華資優教育學會常務理事、中華特殊教育學會

理事 

 

陸、推薦及報名方式  

一、全國各大學校院具原住民族身份之大學生。 

二、報名方式： 

（一）請於 109 年 2 月 14 日前完成報名（報名表詳見附件二）。 

（二）營隊之活動行程、報到須知、注意事項等，由承辦學校另

行通知參加學員。 

（三）各學員由自家至營隊報到地點之路程請自行負責。 

（四）各區營隊活動如遇颱風或不可抗力之災害發生致活動必須

取消或改期時，將公告於承辦單位－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特

殊教育學系網站 http://sped.ntnu.edu.tw/sped/，聯絡電話：

(02)77495042。 

柒、獎勵 

一、全程參與本計畫活動之學員，核發參與證明。 

二、全程協助辦理本計畫活動之教師及人員，頒發感謝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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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經費預算表 

 天數：1 天 

 人數：學員 30 人，工作人員 15 人 

項目 單價（元） 數量 金額（元） 說明 

講座鐘點費 2000 8 16000 2000元*8 節  

餐費 
250 45 

15750 
營期 250 元*45人 

100 45 籌備期 100 元*15人*3次 

誤餐費 80 30 2400 80元*2次*15人 

印刷費 18000 1 18000 營隊海報、手冊及相關資料印刷費 

材料費 1000 30 30000 1000元*30 人 

全民健康保險 

補充保費 
306 1 306 講座鐘點費 16000*0.0191 

雜支 30000 1 30000 
前述未包含之文具耗材用品，或不足

之郵電費、雜項支出等 

總計   112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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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參與人員名冊 

一、報名學員 

姓名 族別 學校 

王芳琳 阿美 醒吾科技大學 

吳宜溱 阿美 醒吾科技大學 

林嘉燕 阿美 醒吾科技大學 

盧金珠 阿美 醒吾科大 

林惠美 阿美 醒吾科技大學 

王威靈 阿美 醒吾科技大學 

黃雅玲 阿美 醒吾科技大學 

潘美香 卑南 醒吾科技大學 

林慧美 阿美 醒吾科技大學 

王美芳 太魯閣 醒吾科技大學 

呂蕙怡 阿美 醒吾科技大學 

芭奈比吼 阿美 醒吾科技大學 

怕美洲 太魯閣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蘇光慧 太魯閣 醒吾科技大學 

劉秀芳 阿美 醒吾科技大學 

魏玉貞 薩奇萊雅 醒吾科技大學 

李瀚逸 阿美  

二、工作人員 

姓名 族別 

潘裕豐 排灣 

阮媛翎 賽德克 

鄭牧德 漢人 

王家偉 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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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成果檢核表 

以！什麼玩意？—原住民大學生創意發展研習活動成果檢核表 

主題 以！什麼玩意？—原住民大學生創意發展研習活動 

日期 109 年 2 月 15 日星期六 8:30 至 16:40 

地點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校區博愛樓 1 樓 113 教室 

參加人數 10 人 

辦理效益及效益簡述 一、 辦理情形 

講師及課程： 

1. 陳學志教授/ 

創意之法取徑通「幽」—從創造幽默通往幽默創造的技法 

2. 嘎造伊漾老師/ 

原住民創作戲劇 

3. 張易新董事長/ 

心智圖法在大學生的應用 

4. 潘裕豐老師/ 

如何發展創造力 

二、 辦理效益 

1. 67%的學員非常滿意整體活動。 

2. 89%的學員非常同意課程豐富有趣。 

3. 89%的學員非常同意課程激發更多對創造力的興趣。 

4. 78%的學員非常同意課程講師的講解方式深入淺出，容易

吸收。 

檢討及建議 1. 有兩位學員建議課程的時間可以再拉長一些，讓學習的時間可

以更加充裕以及完整。 

2. 有兩位學員建議加入可以實際操作的課程內容。 

3. 因疫情關係參與人數沒有達到預期，且參加的學員學校較單

一，在宣傳上需要再加強且規劃能吸引更多區域原住民大學生

參加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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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回饋表 

以！什麼玩意？—原住民大學生創意發展研習活動回饋表 

 

親愛的夥伴： 

  活動已經接近尾聲，相信你已經滿載了豐富的收穫，請將你的意見和想法

寫下來，做為日後再辦理的建議喔！ 

 

一、整體回饋： 

1. 你對活動整體的滿意度 

□非常滿意 □滿意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2. 你覺得課程豐富有趣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3. 你覺得激發「以！什麼玩意？—原住民大學生創意發展活動」更多對創造

力的興趣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4. 你覺得個課程講師的講解方式深入淺出，容易吸收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5. 其他建議： 

 

二、最喜歡的三個課程與原因：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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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政方面： 

1. 場地及設備 

  □非常滿意 □滿意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2. 時間安排 

  □非常滿意 □滿意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3. 餐點 

  □非常滿意 □滿意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4. 其他建議： 

 

四、如果以後還有「以！什麼玩意？—原住民大學生創意發展活動」，認為還可

以增加那些課程？為甚麼？ 

 

五、會推薦朋友來參加嗎？ 

□會 □不會 

 

我還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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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回饋彙整表 

以！什麼玩意？—原住民大學生創意發展研習活動 

學員回饋單統計 

一、 總樣本人數：營隊參與人數 10 人，回收問卷 9 份，問卷回

收率 90%。 

二、 各題的同意度統計數： 

題目 人數 百分比 圖表 

一、1.你對活動整體的滿意度   

 

非常滿意 6 67% 

滿意 3 33% 

不滿意 0 0% 

非常不滿意 0 0% 

一、2.你覺得課程豐富有趣   

 

非常同意 8 89% 

同意 1 11% 

不同意 0 0% 

非常不同意 0 0% 

非

常

滿

意
67%

滿

意
33%

非

常

同

意
89%

同

意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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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3.你覺得激發「以！什麼玩

意？—原住民大學生創意發展

活動」更多對創造力的興趣 

  

 

非常同意 8 89% 

同意 1 11% 

不同意 0 0% 

非常不同意 0 0% 

一、4.你覺得個課程講師的講解

方式深入淺出，容易吸收 

  

 

非常同意 7 78% 

同意 2 22% 

不同意 0 0% 

非常不同意 0 0% 

三、1.場地及設備   

非常滿意 7 78% 

滿意 2 22% 

非

常

同

意
89
%

同

意
11
%

非

常

同

意
78%

同

意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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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滿意 0 0% 

 

非常不滿意 0 0% 

三、2.時間安排   

 

非常滿意 7 78% 

滿意 2 22% 

不滿意 0 0% 

非常不滿意 0 0% 

三、3.餐點   

 

非常滿意 7 78% 

滿意 2 22% 

不滿意 0 0% 

非常不滿意 0 0% 

五、會推薦朋友來參加嗎？   

會 6 67% 

非

常

滿

意
78%

滿

意
22%

非

常

滿

意
78%

滿

意
22%

非常

滿意
78%

滿意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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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 0 0% 

 

未作答 3 33% 

三、 問答題統整 

一、5 其他建議 

時間真的太短了。 

時間太趕。 

二、最喜歡的課程與原因 

都喜歡耶！ 

如何發展創造力。啟發我可利用生活中的事物想像及創造力，讓自己多注意周圍生活的點

滴，並可以與孩子一同觀察。 

心智圖、創意思考 

創新、創意 

四、如果以後還有「以！什麼玩意？—原住民大學生創意發展活動」，認為還可以增加那些

課程？為甚麼？ 

工藝 

可實際操作、練習的課程 

六、我還想說 

謝謝老師們的指導 

 

  

非

常

滿

意
67%

滿

意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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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活動照片 

活動照片與說明 

照片 說明 

 

 

 

 

 

 

 

 

 

報到台準備。 

 

 

 

 

 

 

 

 

 

潘裕豐老師開場。 

 

 

 

 

 

陳學志老師專講—創意之法取

徑通「幽」—從創造幽默通往

幽默創造的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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嘎造伊漾老師專講—原住民

創造戲劇。 

 

 

 

 

 

 

 

 

 

嘎造伊漾老師專講—原住民

創造戲劇。 

 

 

 

 

 

 

 

 

 

中午休息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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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易新董事長專講—心智圖

法在大學生的應用。 

 

 

 

 

 

 

 

 

 

張易新董事長專講—心智圖

法在大學生的應用。 

 

 

 

 

 

 

 

 

 

下午休息時間茶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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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裕豐老師主講—如何發展

創造力。 

 

 

 

 

 

 

 

 

 

回饋時間。 

 

 

 

 

 

 

 

 

 

研習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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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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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大學校院原住民族學生創意發展與領導力培訓營報名表 

 

姓名  學校  

系級  出生年月日  

族別  身分證字號  

連絡電話  信箱  

通訊地址  

緊急聯絡人  關係  

緊急人 

聯絡電話 

 (家) 

(手機) 

報名資格 

檢核 

□具原住民身分 

□大專院校在學學生 

－營隊聯絡資訊－ 

聯絡人：阮媛翎 

電話：0277495042 

           信箱：rubymoses0913@gmail.com 

附件一 

mailto:rubymoses0913@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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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明細 

項目 單價（元） 數量 金額（元） 說明 

講座鐘點費 2000 8 16000 2000元*2 小時*4人 

便當 75 15 1125  

茶點 1868 1 1868  

餐盒 60 20 1200  

紙杯 29 1 29  

名牌套 4 20 80  

印刷費 3615 1 3615 營隊海報、手冊、名牌 

材料費 300 11 3300 書籍 

總計   27217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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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108年度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彙整表
計畫主持人：潘裕豐 計畫編號：108-2410-H-003-068-

計畫名稱：原住民大學生之多元創造力探討暨家庭教養方式與族群認同之調節效果研究

成果項目 量化 單位

質化
（說明：各成果項目請附佐證資料或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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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將整理研究目的一與研究目的二
，對於原住民大學生多元創造力的分析
與結果發現投稿到創造學刊11卷1期與教
育科學研究期刊上，投稿於創造力期刊
目前已接近完稿，教育科學研究期刊則
上在修稿件進行當中。預計年底之前可
以投稿，另也進行英文期刊投稿，目前
尚在翻譯當中預計11月底可以完成稿件
翻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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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撰寫研究技術報告一份，將研究
成果依照本研究之三個目的整理成技術
性報告。研究目的一及二以量化資料分
析結果作為成果，研究中也發現男女生
在教養觀、族語使用上均有顯著差異。
原住民與漢人學生在族語使用、族群認
同、教養態度、創意自我效能和創造傾
向等五個變項中也優於非原住民學生
，此一發現也頗具意義，可見觀念上傳
統認為原住民學生的認知與態度較差
，可能所比較的項目不同，或是大都為
中小學生，此次以大學生相比之後顯然
與傳統看法不同，可見在大學群體中態
度與族群關係反而是原住民學生觀念與
認同更高。在頓悟性認知表現上也確實
如以前研究發現一樣，非原住民學生表
現優於原住民學生，是什麼原因會如此
，因本研究僅以調查及測驗問卷為之
，可能需在進一步探究的地方。
另外族群認同與多元創造力之間除了創
造力與頓悟性思考不具調節效果，其他
創意自我效能、創造傾向的創造力表現



則存在著顯著的預測效果。這與督固
．撒耘、謝若蘭（2017）、陳學志
（2016）等人的研究有共同的看法。與
洪暉秀（2018）的研究部分觀點認為父
母的教養特別是開明權威會對創造力有
顯著的影響這個觀點一致。研究目的三
將所舉辦的創造力與原住民文化議題一
研習內容及學員對研習之意見整理成成
果報告。本創造力與原住民文化研習活
動以原住民大學生慣用的口語「以！什
麼玩意？」來命名，邀請原住民學者以
及創意思考研究及教學專家各兩位來進
行本研究的教學及討論主講者。主要的
創意思考研習內容有：1.創意之法取徑
通「幽」—從創造幽默通往幽默創意思
考技法，2.原住民創作戲劇，3.心智圖
法在大學生的應用，4.如何發展創造力
。對於研習意見及質性資料分析作為本
研究後續研究之參考。活動過程的觀察
與互動中獲得學生的學生反應外，也就
創意思考學習活動後進行創意思考研習
活動的整體滿意度、課程內容、創造力
的激發、教學活動的有效性進行問卷調
查，用以瞭解參與者對創意思考活動的
回饋與意見。整體而言，學生對研習活
動的反應是非常及滿意的：1.整體滿意
度：有67%的學員非常滿意及33覺得滿意
整體活動。2.課程內容方面：有89%的學
員非常同意及33同意課程豐富有趣。
3.創造力激發方面：有89%的學員非常同
意、11同意課程激發更多對創造力的興
趣。4.教學有效性方面：有78%的學員非
常同意及22％同意課程講師的講解方式
深入淺出，容易吸收，參與本研究之原
住民大學生對創意思考課程認為對其創
造力與文化創意有助益且有很高的滿意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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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生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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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本研究計畫之原住民大學含共計有
15人，參與創造力研習活動，從他們的
回饋意見中，可以看到他們對於本研習
活動可以增進他們對原住民文化之創新
與創造力知能的增進是有極其正面之肯
定，並期望能夠有類似這樣的創意研習
活動的舉辦可以參加。文化與創意的融
合對於原住民大學生而言有相當重要的
意義與價值，此本研究的貢獻。

碩士生 0

博士生 0

博士級研究人員 0



專任人員 0

非本國籍

大專生 0

碩士生 0

博士生 0

博士級研究人員 0

專任人員 0

其他成果
（無法以量化表達之成果如辦理學術活動
、獲得獎項、重要國際合作、研究成果國
際影響力及其他協助產業技術發展之具體
效益事項等，請以文字敘述填列。）　　

過去對於原住民大學生所舉辦的活動大都與民族文化有關
，主要是希望透過民族文化之研習增加他們對自己文化的
認識與瞭解，進而增加文化認同，但是對於增進民住民族
大學生的創意活動相當的少，透過本次研究之研習活動進
一步的原住民大學生的文化創新應用，對於增進他們在文
化如何在實際生活上的應用有其重要的價值，這也是研究
者進行這次研究的價值，經由研究目的一與二瞭解原住民
大學生的文化認同、族語使用、家庭教養態度與多元創造
力的初步瞭解後，設計創造力與文化結合課程讓原住民大
學生能實際應用與生活與工作，應該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
。從此次的經驗中可以瞭解本研究的價值，也提供未來進
行原住民族大學生相關活動找到一條新的可行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