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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研究旨在探討團體創新動力對臺灣大學生英語創意情意反應及創
意成果的影響，並針對三項研究問題進行討論：(一) 大學生團體創
新動力、創意動機、創作焦慮及創意成果相互之間是否具顯著關聯
性？（二）大學生創意動機是否會影響團體創新動力和創意成果之
間的關係？（三）大學生創作焦慮是否會影響團體創新動力與創意
成果之間的關係？
本研究實驗對象為一所公立大學大一英文學生，受試者為非英語系
學生。所有受試者於研究中完成一項英語故事創作活動。在英語故
事創作活動中，學生先進行分組討論，然後便完成一份團隊創新氣
氛量表，之後在英語故事創作進行到一半時，再填寫一份創作焦慮
問卷及一份創意動機問卷。所有學生所完成的創意故事，再由四名
大專英文老師依據共識評量技術完成創意程度與語言正確性評分。
       本研究結果顯示團體創新動力並未與創意動機、創作焦慮及
學生的創意成果呈現任何顯著相關，創意動機與創作焦慮也不會影
響團體創新動力對學生創意寫作成果的影響。相反地，學生的創作
動機會顯著影響他們作品中的語言正確度，即若學生具備高度的創
作動機，他們越能書寫出正確的語句；創作焦慮則會負面影響作品
的內容創新度，即若學生對創作越感到焦慮，他們越無法寫出創新
的故事情節。
       整體而言，本研究發現小組討論時團體創新動力並不會影響
學生個人對創作的感受與最後的創作成果，反之，學生個人的創意
動機與創作焦慮分別對創作中的語言正確性或內容創新度具顯著的
影響力。

中文關鍵詞： 團隊動力、團體創新動力、創作焦慮、創意動機、故事創作、共識
評量技術

英 文 摘 要 ：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effects of group creative
dynamics on Taiwa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affective
responses and creative outcomes. It addresses three
research issues: (1) What ar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group
creative dynamics, creative motivation, creative anxiety
and creative writing? (2) Does group creative dynamics cast
any indirect effect on the university students' creative
writing through creative motivation? (3) Does group
creative dynamics cast any indirect effect on the
university students' creative writing through creative
anxiety?
　　This study was implemented on students from four
Freshman English classes at a public university in Taiwan.
All of the participants completed a creative story-writing
task. In the writing task, they worked in small groups to
brainstorm creative writing ideas for their group work.
Then, they filled out a Team Climate Inventory upon
completion of the discussion; near the halfway of the
writing process, a motivation survey and an anxiety survey
were subsequently completed. Finally, the participants'
creative stories were evaluated by four university English



professors, who judged the levels of content creativity and
linguistic accuracy in the students' stories by means of
the Consensual Assessment Techniqu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 that group creative dynamics
was not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he participants'
creative motivation, creative anxiety and their final
writing products. Neither creative motivation nor creative
anxiety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of group creative
dynamics to their writing performances. On the contrary,
the participants' creative motivation positively influenced
the level of linguistic accuracy in their creative stories,
while their creative anxiety negatively affected the level
of content creativity.
        All in all, this study discovered that group
creative dynamics did not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affecting English L2 learners' motivation and anxiety
during the creative process. Instead, creative motivation
and creative anxiety both had significantly stronger
influences.

英文關鍵詞： Group dynamics, group creative dynamics, creative anxiety,
creative motivation, creative story writing, consensual
assessment techn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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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創作的影響故事創作的影響故事創作的影響故事創作的影響 

 

王宏均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團體創新動力對臺灣大學生英語創意情意反應及創意成果

的影響，並針對三項研究問題進行討論：(一) 大學生團體創新動力、創意

動機、創作焦慮及創意成果相互之間是否具顯著關聯性？（二）大學生創意

動機是否會影響團體創新動力和創意成果之間的關係？（三）大學生創作焦

慮是否會影響團體創新動力與創意成果之間的關係？ 

本研究實驗對象為一所公立大學大一英文學生，受試者為非英語系學生。

所有受試者於研究中完成一項英語故事創作活動。在英語故事創作活動中，

學生先進行分組討論，然後便完成一份團隊創新氣氛量表，之後在英語故事

創作進行到一半時，再填寫一份創作焦慮問卷及一份創意動機問卷。所有學

生所完成的創意故事，再由四名大專英文老師依據共識評量技術完成創意程

度與語言正確性評分。 

本研究結果顯示團體創新動力並未與創意動機、創作焦慮及學生的創意

成果呈現任何顯著相關，創意動機與創作焦慮也不會影響團體創新動力對學

生創意寫作成果的影響。相反地，學生的創作動機會顯著影響他們作品中的

語言正確度，即若學生具備高度的創作動機，他們越能書寫出正確的語句；

創作焦慮則會負面影響作品的內容創新度，即若學生對創作越感到焦慮，他

們越無法寫出創新的故事情節。 

整體而言，本研究發現小組討論時團體創新動力並不會影響學生個人對

創作的感受與最後的創作成果，反之，學生個人的創意動機與創作焦慮分別

對創作中的語言正確性或內容創新度具顯著的影響力。 

 

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團隊動力、團體創新動力、創作焦慮、創意動機、故事創作、共識

評量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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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the Effects of Group Creative Dynamics on English L2 

Learners’ Anxiety, Motivation and Creative Writing 

 

Hung-chun Wang 

 

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effects of group creative dynamics on Taiwa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affective responses and creative outcomes. It addresses 

three research issues: (1) What ar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group creative 

dynamics, creative motivation, creative anxiety and creative writing? (2) Does 

group creative dynamics cast any indirect effect on the university students’ 

creative writing through creative motivation? (3) Does group creative dynamics 

cast any indirect effect on the university students’ creative writing through 

creative anxiety? 

  This study was implemented on students from four Freshman English 

classes at a public university in Taiwan. All of the participants completed a 

creative story-writing task. In the writing task, they worked in small groups to 

brainstorm creative writing ideas for their group work. Then, they filled out a 

Team Climate Inventory upon completion of the discussion; near the halfway of 

the writing process, a motivation survey and an anxiety survey were 

subsequently completed. Finally, the participants’ creative stories were 

evaluated by four university English professors, who judged the levels of 

content creativity and linguistic accuracy in the students’ stories by means of 

the Consensual Assessment Techniqu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 that group creative dynamics was not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he participants’ creative motivation, creative 

anxiety and their final writing products. Neither creative motivation nor 

creative anxiety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of group creative dynamics to their 

writing performances. On the contrary, the participants’ creative motivation 

positively influenced the level of linguistic accuracy in their creative stories, 

while their creative anxiety negatively affected the level of content creativity.  

All in all, this study discovered that group creative dynamics did not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affecting English L2 learners’ motivation and anxiety during 

the creative process. Instead, creative motivation and creative anxiety both had 

significantly stronger influences. 

 

Keywords: Group dynamics, group creative dynamics, creative anxiety, 

creative motivation, creative story writing, consensual assessment techn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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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團體團體團體創新動力對臺灣大學生英文創作焦慮創新動力對臺灣大學生英文創作焦慮創新動力對臺灣大學生英文創作焦慮創新動力對臺灣大學生英文創作焦慮、、、、創意創意創意創意動機及動機及動機及動機及 

創創創創意寫意寫意寫意寫作的影響作的影響作的影響作的影響 

 

壹壹壹壹、、、、研究介紹研究介紹研究介紹研究介紹 

在後期中等教育階段或大學教育中，團體創作活動一直是英文課中常見的教學活動，

教師配合課程教學主題與教材內容，設計能讓學生運用語言技能且同時鼓勵學生主動創

造的練習活動，例如高中英語課程中常有改編對話、故事創作等練習活動，而大學英語

課程中更常運用如戲劇演出、小組簡報、微電影製作等多元的教學活動與評量方式，讓

學生透過小組創造，強化英語知識與技能，並培養學習興趣。這些小組創意活動不僅鼓

勵學生發揮創意構思獨特的內容，也常將作品的創意表現明訂為教師評分的依據。   

  第二語言教育研究中有關語言創造能力的相關研究，主要是針對個人英語能力、內

在認知或情意因素如何影響學生英語創作的表現（如 Albert & Kormos, 2004；Wang & 

Cheng, 2016），甚少探討小組合作過程是否會影響個人英語創作的過程及創作成果。例

如 Albert 與 Kormos（2004）探討創意思考能力與口語故事創作之間的關係。然而，若

學生在小組合作過程中感受到團體創作是個令人愉悅且感到自信的體驗，這不僅能提升

她們日後主動參與英語文創作的動機，也能強化作品整體的創作品質。 

  團體動力一直以來被視為影響語言學習的重要因素，例如 Dörneyi 與 Murphey（2003）

清楚說明了許多團體動力因素對第二語言學習的影響，包括團體凝聚力（group 

cohesiveness）、團體規範（group norm）、教師領導風格（teacher’s leadership style）等。

Dörneyi、Henry 與 Muir（2016）則指出若一個團體要能夠成功地相互合作，小組至少要

達到適切的團體自主成熟度（group maturity）、團體凝聚力，小組規範和小組共同目標

也須能夠促進團隊合作。Chang（2010）的研究亦進一步從團體動力理論，探討臺灣大

學生的班級團體凝聚力（group cohesiveness）與團體規範（group norms）是否會影響學

習者的英語學習動機，根據問卷及訪談結果，她發現團體凝聚力和團體規範與學習者自

我效能（self-efficacy）和自主行為（autonomous behavior）呈現低至中度正相關，該結

果顯示若班級同儕間具備更高的凝聚力，或者是班上訂定明確地班級學習規範，學習者

對於自我能力的觀感較好，學習自主能力也較高，這代表他們具備較高的學習動機。 

    有鑑於團體動力對於創作表現與英語學習的影響，本研究旨在從團體動力的角度，

探討團體創新動力是否會影響大學生在英文創作過程時的情意反應，進而影響英文創作

成果。以往創造力研究與英語教學研究針對團體創新動力、創作焦慮、創意動機與創作

表現兩兩之間的關聯性，已有諸多的研究發現與討論，以下則分別探討創作環境對創意

情意反應與創作表現的影響，以及焦慮與動機如何影響創作表現。 

貳貳貳貳、、、、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 

一一一一、、、、創作環境對創意情意反應與創作表現的影響創作環境對創意情意反應與創作表現的影響創作環境對創意情意反應與創作表現的影響創作環境對創意情意反應與創作表現的影響 

    在創造力研究中，創作者的個人特質（person）、創作的過程（process）、創作成品

（product）和創作環境（press）一直以來都是研究者所關心的研究領域（Kaufman, 2009）。

在討論創作環境的研究中，許多研究（如 Craig & Kelly, 1999；Sacchetti & Tortia,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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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發現組織與團體特質會影響創作者在創作過程的情意感受以及整體的創作表現。例如，

Sacchetti 與 Tortia（2013）分析環境與組織特質是否會影響個人在工作場域中自我表達

創意的滿意度，他們發現若是組織能支持團隊合作、鼓勵個人自主解決問題或是擁有表

達自我想法的機會，並且有公正且有效的組織機制支持員工自主性與發言權，組織內員

工會有較高的創意滿意度。此外，外在地區社經發展和諸多組織特質也都會影響自我表

達滿意度，但 Sacchetti 與 Tortia 認為最大的影響關鍵應是個人的「微場域」

（“micro-context”）（頁 1808），因每個人在像團隊互動這樣的微場域中，有最直接溝通、

人際互動與實際操作的機會。 

Eisenberg 與 Thompson（2011）則發現外在的競爭對於創作者的內在動機、創作焦

慮與創作表現也具備顯著的影響力。他們在研究中邀請一群具備音樂背景的受試者進行

樂曲即席創作，他們將所有受試者分作兩種實驗模式－競爭模式與非競爭模式，在競爭

模式中，受試者被告知研究團隊之後會邀請音樂家評量她們的作品，爾後具名公告五件

最好的作品，並頒予獎勵；而在非競爭模式中，受試者則在沒有外在壓力的情況下，以

不具名的方式進行即席創作。Eisenberg 與 Thompson 發現在競爭情況進行創作，創作者

的內在動機和焦慮感顯著高於在非競爭情況下的創作者，但創意分數也同樣高於他們在

非競爭模式下所完成的作品。總括而言，以往研究整體來說支持外在創作環境會影響創

作者的思考過程與創作品的品質。 

二二二二、、、、焦慮與動機對創作焦慮與動機對創作焦慮與動機對創作焦慮與動機對創作表現的影響表現的影響表現的影響表現的影響 

    創作者焦慮與動機對創作表現一直以來同樣也是創造力研究一項重要的研究議題，

相關研究也發現焦慮和動機與創作整體表現息息相關。首先就焦慮對創作表現的影響，

以往研究有許多不同的發現。例如，Zhang（2009）探討焦慮感與思考風格(thinking styles)

之間的關係，她將十三項思考風格分作三類：Type I、Type II 與 Type III，其中 Type I

風格屬創意思考傾向風格。Zhang 發現在三類思考風格中，Type I 與焦慮程度呈現負相

關，即當焦慮程度上升時，創意思考能力越有可能降低。 

  相反地，部分研究（如 Carlsson, 2002）則發現焦慮感與創意表現之間存在著正向

關係，例如 Carlsson（2002）探討創造力與焦慮和內在防禦機制（defense mechanism）

的關係，他發現創造能力較高的受試者所感受的焦慮感較高，而且所運用的內在防禦機

制也較多。此外，State/Trait Anxiety Inventory 問卷分析結果亦顯示高創造力組的特質焦

慮（trait anxiety）較低創造力組高，這顯示創造力高的人平時所感受到的焦慮感亦較高。 

  除焦慮外，動機也是影響創意思考的重要因素。以往創意思考理論像是 Runco 與

Chand (1995)的「創意思考二階層模式」（Two-tier model of creative thinking），都將內在

與外在動機視作是影響內在創意思考過程的關鍵。許多創造力研究者進而探討不同類型

動機如何影響創意思考過程與創作的表現，例如 Fan 與 Zhang（2009）探討思考風格與

成就動機的關係，她們發現 Type I 學習風格的受試者屬創意思考風格傾向，具備較高達

成成功的動機，也較願意接受挑戰。 

  Cooper 與 Jayatilaka（2006）則探討外在動機、內在動機與責任動機（obligation 

motivation）對團體創作的影響，他們認為除了內外在動機外，創作者完成任務也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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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僅是職責所趨，這也就是他們所探討的責任動機。他們的研究發現創作者的外在動機

會降低團體創意，而內在動機與責任動機則會提升團體創意。 

參參參參、、、、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 

有鑑於創作環境與團體特質會影響創作者在創作過程時的情意感受以及創作表現，

而現今研究有關創作者的情意感受對創作過程與作品間的研究結果有不一致的發現，故

本研究旨在運用團體動力的觀點，分析英語課程中團體創新動力是否會影響英語學習者

的創作焦慮、創意動機與英語故事創作成果，同時回應三項研究問題： 

 (一) 大學生團體創新動力、創意動機、創作焦慮及創意成果相互之間是否具顯著

關聯性？ 

（二）大學生創意動機是否會影響團體創新動力和創意成果之間的關係？ 

（三）大學生創作焦慮是否會影響團體創新動力與創意成果之間的關係？ 

因以往研究支持外在環境、創作焦慮與創意動機分別會影響創作者的創意成果，而外在

環境同時也會影響創作者在創作過程的情意反應，故本研究根據以往研究結果，推論團

體創新動力、創作焦慮、創意動機及創意成果兩兩之間將呈現顯著相關，而團體創新動

力除了對英語故事創作成果會有直接的影響外，也會因影響學習者創作焦慮與創意動機，

而間接影響英語故事創作成果。 

肆肆肆肆、、、、研研研研究方法究方法究方法究方法 

一一一一、、、、研究場域與實驗研究場域與實驗研究場域與實驗研究場域與實驗對象對象對象對象 

本研究於一所公立大學進行，該校依據大一新生入學英語分班測驗成績，將學生分

為英文初級、中初級、中高級及高級課程，並由各級老師規劃所選用的教材與教學進度，

而教師亦可依據個人教學專長及學生的學習興趣，安排合適的教學活動與評量方式。此

外，該校因獲得教育部補助，校方積極鼓勵大一英文教師將多元文化教育融入於課程內

容中，故許多教師於課程中融入探索式專題活動，由學生分組完成如圖書封面創作、創

意戲劇、微電影等活動，故學生常參與英文創作活動。本研究實驗對象為該校大一英文

非英語系主修生，皆來在該校英文高級班和中高級班。挑選高級班和中高級班學生主因

乃是因學生英語能力佳，較有辦法順利完成研究中英文故事創作活動。 

為了解受試學生的創意思考能力，所有受試者於正式研究一開始時，便完成一份陶

倫斯創造力測驗成人適用精簡版（測驗授權同意書請見附錄），該測驗主要結合圖像式

測驗及文字測驗的模式，評量受試者的創意思考能力。受試者的回答皆由兩名教育心理

與輔導學系學生依據 Goff 與 Torrance（2002）編制、陳長益（2006）修訂的指導手冊

完成評分作業，兩位評分人員的評分一致性高達.89。統計分析結果顯示學生的創造指

數平均分數介於 44.0 至 82.5 之間（N = 71, M = 67.16, SD = 7.7），可見受試者之間在創

意思考能力表現上也頗具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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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研究工具研究工具研究工具研究工具 

（（（（一一一一））））團體創新動力量表團體創新動力量表團體創新動力量表團體創新動力量表 

    團體創新動力主要測量工具為 Anderson 與 West（1998）所設計的 Team Climate 

Inventory，該問卷共包括 38 題陳述，分別針對團體創新氣氛的五面向：（1）對創新的

展望（Vision for Innovation）;（2）參與的安全（Participative Safety）；（3）創新支持度

（Support for Innovation）；（4）任務導向（Task Orientation）；（5）互動頻率（Interaction 

Frequency）。所有量表依據七點式量表評分，一分（表「一點也不」）最低，而七分（表

「完完全全」）最高。Anderson 與 West 指出在該問卷研發的過程，施測結果皆顯示量

表具備適切的信效度。 

  因 Anderson 與 West 所發展的問卷為英文版問卷，且問卷內容主要是針對組織文化

所設計，故計畫主持人將依據 Anderson 與 West 的問卷，編制成中文版問卷，並進一步

檢驗問卷運用在大學英文課程中的信效度。在量表重新編製階段，研究團隊先請一名筆

譯專業人士，協助將問卷翻譯成中文版本，爾後再邀請三校共十五個英文課程學生填寫

此份問卷，最後共收集 481 位學生的資料，再分別運用一半資料(共 240 人資料)進行探

索性因素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以檢驗團體創新動力內部因素結構，再利

用另一半 241 人資料，以驗證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驗證因素檢測

是否適用於所施測之受測者。 

  探索性因素分析結果顯示 38 題陳述在以因素負荷量.50 作為篩選的前提下，共有

32 題題目可保留（請見表一）（KMO = .95; Barlett’s Test of Sphericity = 9012.73, df = 703, 

p < .05），而這些題目共可分作（1）對創新的展望（Vision for Innovation）;（2）創新

的價值（Value on Innovation）;（3）參與的安全（Participative Safety）；（4）創新支持

度與任務導向（Support for Innovation and Task Innovation）；（5）互動頻率（Interaction 

Frequency）。 

    

表表表表一一一一    量表因素負荷量分析結果量表因素負荷量分析結果量表因素負荷量分析結果量表因素負荷量分析結果    

Items  Factor Loading 

I. Vision for innovation 

1. How clear are you about what your team’s objectives are? .753 

2. To what extent do you think they are useful and appropriate 

objectives? 

.781 

3. How far are you in agreement with these objectives? .748 

4. To what extent do you think other team members agree with these 

objectives? 

.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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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一一一一    ((((續續續續))))    

Items  Factor Loading 

5. To what extent do you think your team's objectives are clearly 

understood by other members of the team? 

.757 

6. To what extent do you think your team's objectives can actually be 

achieved? 

.504 

II. Value on innovation  

7. How worthwhile do you think these objectives are to you? .703 

8. How worthwhile do you think these objectives are to the class? .825 

9. How worthwhile do you think these objectives are to the wider 

society? 

.786 

III. Participatory safety 

10. We share information generally in the team rather than keeping it 

to ourselves. 

.502 

11. We have a `we are in it together' attitude. .678 

12. People keep each other informed about task-related issues in the 

team. 

.627 

13. People feel understood and accepted by each other. .608 

IV. Support for innovation and task orientation  

14. This team is always moving toward the development of new 

answers. 

.741 

15. Assistance in developing new ideas is readily available. .776 

16. This team is open and responsive to change. .749 

17. People in this team are always searching for fresh, new ways of 

looking at problems. 

.795 

18. In this team we take the time needed to develop new ideas .774 

19. People in the team co-operate in order to help develop and apply 

new ideas. 

.795 

20. Members of the team provide and share resources to help in the 

application of new ideas. 

.790 

21. Team members provide practical support for new ideas and their 

application. 

.808 

22. Do your teammates provide useful ideas and practical help to 

enable you to perform the task to the best of your ability? 

.748 

23. Do you and your teammates monitor each other so as to maintain 

a higher standard of work? 

.751 

24. Are team members prepared to question the basis of what the team 

is doing? 

.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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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一一一一    ((((續續續續))))    

Items  Factor Loading 

25. Does the team critically appraise potential weaknesses in what it 

is doing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best possible outcome? 

.799 

26. Do members of the team build on each other's idea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best possible outcome? 

.808 

27. Is there a real concern among team members that the team should 

achieve the highest standards of performance? 

.646 

28. Does the team have clear criteria which members try to meet in 

order to achieve excellence as a team? 

.565 

V. Interaction frequency 

29. We keep in touch with each other as a team. .787 

30. We keep in regular contact with each other. .892 

31. Members of the team meet frequently to talk both formally and 

informally. 

.891 

32. We interact frequently. .813 

 

表表表表二二二二 EFA 分析後問卷題目與構面分析後問卷題目與構面分析後問卷題目與構面分析後問卷題目與構面 

構面 題數 題號 相關係數(α) 

1. 對創新的展望 6 1~6 .89 

2. 創新的價值 3 7~9 .87 

3. 參與的安全 4 10~13 .89 

4. 創新支持度與任務導向  15 14~28 .97 

5. 互動頻率 4 29~32 .93 

 

  後續驗證性因素分析則初步顯示模式的適切性較不理想，僅有數項指標達到標準

（PGFI = .605；SRMR = .069；RMSEA = .097；PNFI = .744；PCFI = .789）。之後持續

修正模式後，最終模式共包括 26 題問題，適切性較佳，除 GFI (.789)、AGFI (.744)、

NFI (.859)和 TLI (.889)外，其餘指標如 x2/df（2.939）、PGFI（.650）、SRMR（.062）、

RMSEA（.090）、NFI（.859）、IFI（.902）、PNFI（.764）、PCFI（.802）皆符合標準。

因此最後正式研究所使用之問卷即為這 26 題陳述的版本，包括「對創新的展望」4 題；

（2）「創新的價值」3 題；（3）「參與的安全」4 題；（4）「創新支持度與任務導向」11

題；（5）「互動頻率」4 題。 

（（（（二二二二））））英語故事創作英語故事創作英語故事創作英語故事創作 

    英語故事創作主要讓受試者根據所提供的故事提示（story prompts），完成一則創意

故事。研究團隊分析作品內容，比較每項作品的創意程度及語言正確性。故事創造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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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提供學生八項故事提示，每項提示包括三個元素，如 A missing bus, two old ladies, a 

campfire，每位受試者需挑選兩項故事提示，並依據故事架構的概念完成創作。 

  活動一開始時，各班同學分作各小組，研究團隊並明確告知所有學生故事創作是採

「團隊合作、個人創作」的方式進行，團隊討論後再進行個人寫作。為強化團隊合作的

凝聚力，研究團隊告知全班所有作品都會在研究中評分，而小組創作平均分數最高的三

個小組，將可獲得研究團隊準備的小禮物，爾後英語故事創作進行方式則包含四部分，

包括（一）個人創意發想、（二）小組討論、(三)填寫團隊創新氣氛量表、 

（四）個人英文故事寫作（含焦慮與動機問卷填答時間）。 

（（（（三三三三））））情境焦慮問卷情境焦慮問卷情境焦慮問卷情境焦慮問卷 

本研究使用鍾思嘉與龍長風（1984）所修訂的情境與特質焦慮中文版量表，該量表

主要取自由 Spielberger、Gorsuch 與 Lushene（1970）所編製的「情境－特質焦慮量表」

（State-Trait Anxiety Inventory；STAI），主要測量受測者的在特定狀況下的情境焦慮

（State Anxiety），以及她們一般性的焦慮特質（Trait Anxiety）。鍾思嘉與龍長風（1984）

表示其所修訂的中文版量表再測信度分別為.737（情境焦慮）與.755（特質焦慮），兩量

表間亦具備高度內部一致性（alpha 信度係數分別為.898 和.859），兩量表除具有良好的

同時效度外，情境焦慮量表的建構效度亦十分不錯。 

    本研究因僅探究受試者於故事創作活動中的焦慮感受，故問卷內容僅針對受試者的

情境焦慮進行施測。該部分包括二十題陳述，其中包括十題正向心情描述（如「我覺得

鎮靜」）與十題是負面心情描述（如「我很緊張」），每題皆以四點式量表評估（1：一點

也不；4：非常強烈），正向描述題皆會採反向計分，故本問卷得分越高表示受測者在特

定情況下所感受的焦慮感越強。 

（（（（四四四四））））英語創意動機問卷英語創意動機問卷英語創意動機問卷英語創意動機問卷 

  英語創意動機問卷取自於 Wang 與 Cheng（2006）根據成就動機期望價值理論及相

關文獻（如 Eccles et al., 1983; Eccles & Wigfield, 1995）所編製而成的問卷，問卷共包括

「對成功的期望」和「對任務的主觀價值」兩項主構面，共包括 24 題題目，主要是針

對在故事創作中表達創意此主題，了解學生有多麼期待和重視在該活動中有良好的表現，

所有題目皆以七點式量表的方式進行評估。 

三三三三、、、、資料分析資料分析資料分析資料分析 

（（（（一一一一））））英語創作故事評分英語創作故事評分英語創作故事評分英語創作故事評分 

受試者所撰寫的英文故事創作由四位大專英文教師依據「共識評量」（Consensual 

Assessment Technique；CAT）評量作品的創新度與語言正確性。CAT 為 Amabile（1996）

所提出之創意產品評量方式，由專家依據個人對於創意的認知和標準，評估一批創意產

品（creative products）之間相較的創意程度。目前 CAT 已廣泛運用在創作評量研究中

（如 Baer, Kaufman, & Gentile, 2004；Hickey, 2001；Kaufman, Baer, Agars, & Loom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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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根據 Hennessey、Amabile 與 Mueller（2011）的說明，CAT 在評分程序上有五

大條件，包括：（1）評分專家必須具備領域的專業知識及經驗；（2）專家獨立完成評分

作業；（3）創意分數非參照特定評分量表決定，而是由專家比較作品間的差異而決定；

（4）專家必須依照不同的作品順序來完成評分；（5）若所評量的作品種類是第一次有

專家利用 CAT 來評分，除了整體創意分數外，應該也要請專家就其他特質給分（如專

業程度等）。 

  在本研究中，計畫主持人邀請四位大學英文老師就學生作品評分，包括三名臺灣籍

教授及一名美籍教授。所有專家在拿到學生作品後，依據個人對故事創作的認知，比較

作品間在內容創新度和語言正確性上的差異（如下圖一所示），並於各項給予一至七分

的評分。待專家完成評分後，則將分數繳回給計畫主持人，爾後研究團隊利用評分者間

一致性考驗及效度考驗，進一步檢測專家共識評量結果。 

  

 

       

  

 

       

 

圖一圖一圖一圖一    共識評量評分方式共識評量評分方式共識評量評分方式共識評量評分方式 

 

（（（（二二二二））））量化分析量化分析量化分析量化分析：：：： 

    本實驗所收集之資料主要包括團體創新動力量表、情境焦慮問卷、英語創意動機問

卷及英語故事評量成績，研究團隊先以量化描述性統計方法，敘述各班受試者對團體創

新動力量表、情境焦慮量表、創意動機量表的回覆，以及英語創意故事評量的結果，以

清楚呈現各班在各觀察變項上的基本情況。爾後研究團隊運用推論性統計方法（包括相

關分析、迴歸分析）進一步分析並比較實驗資料，並釐清研究問題。 

四四四四、、、、研究過程研究過程研究過程研究過程 

  計畫主持人先編制中文版團體創新動力量表，並於其他大一英文進行前導研究，以

分析量表的信效度，並修正量表。在團體創新動力中文版量表編製完成後，研究團隊便

開始進行正式實驗。正式實驗進行時，所有學生先針對故事創作主題進行 10 分鐘的個

人腦力激盪，爾後再參與 20 分鐘的小組討論。討論結束後，每位學生填寫一份團體創

新動力問卷，之後進行個人英文故事創作（40 分鐘）。為瞭解每位受試者在個人英文故

事創作時焦慮感與動機，在寫作進行約 20 分鐘後，每位受試者先填寫一份創作焦慮問

卷及一份創意動機問卷，之後繼續完成故事創作。最後，研究團隊則邀請四位大專院校

英語教師進行創意故事評分。待收集研究資料後，研究團隊進行資料分析，以釐清團體

創新動力是否會影響大學生英文故事創作時的創作焦慮與創意動機及創意故事寫作。 

1         2          3          4          5         6          7  內容 

 創新度 

 語言 

 正確性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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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研究結果研究結果研究結果研究結果 

一一一一、、、、團體創新動力團體創新動力團體創新動力團體創新動力、、、、創意動機創意動機創意動機創意動機、、、、創作焦慮與創意寫作表現之相關性創作焦慮與創意寫作表現之相關性創作焦慮與創意寫作表現之相關性創作焦慮與創意寫作表現之相關性 

  表三呈現受試者在各研究工具的評量結果，表四則顯示各變項之相關性統計結果。

根據表四，團體創新動力並未與任何其他變項有顯著相關，表示小組合作的創作氣氛並

不影響學生個人的創意動機、創作焦慮及他人的創作表現。創意動機則與創作焦慮呈現

顯著負相關，代表對故事創作動機越高的學生，其本身焦慮感也會較低。創意動機對創

意故事的語言正確性亦呈現顯著正相關，代表越有動機的學生在故事寫作的語文使用也

較正確；反之，創作焦慮與故事內容的創新度具顯著負相關，即對創作感到越有焦慮感

的學生越無法在故事內容上發揮創意。最後，故事內容創新度和語言正確度則呈現顯著

正相關，代表故事內容越創新的作品通常語言使用上也較為正確。    

 

表三表三表三表三    受試者各項成績統計受試者各項成績統計受試者各項成績統計受試者各項成績統計    

 

變項與指標 

N Potential 

Range 

Actual Range M SD 

團體創新動力量表 63 1–7 3.00–6.72 5.05 .89 

創意動機問卷 70 1–7 2.42–5.92 4.08 .79 

創意焦慮量表 60  1–80 23–69 40.85 11.51 

創意故事：內容創新度 71 1–7 1.25–5.75 3.62 .97 

創意故事：語言正確度 71 1–7 2.00–5.63 3.74 .86 

 

表四表四表四表四    團體創新動力團體創新動力團體創新動力團體創新動力、、、、創意動機創意動機創意動機創意動機、、、、創作焦慮與創意故事寫作表現相關性分析結果創作焦慮與創意故事寫作表現相關性分析結果創作焦慮與創意故事寫作表現相關性分析結果創作焦慮與創意故事寫作表現相關性分析結果 

 團體創

新動力 

創意 

動機 

創作 

焦慮 

創意故事：

內容創新度 

創意故事：

語言正確度 

團體創新動力 –     

創意動機  .10 –    

創作焦慮  –.11  –.42** –   

創意故事：內容創新度   .15 .21   –.37** –  

創意故事：語言正確度  .12  .26* –.24   .51** – 

*p < .05; **p < .01 

 

二二二二、、、、創意動機與創作焦慮的中介創意動機與創作焦慮的中介創意動機與創作焦慮的中介創意動機與創作焦慮的中介作用作用作用作用 

    本研究旨在探討團體創新動力是否會影響學生的英語故事創作表現，以及學生的創

意動機及創作焦慮是否會中介團體創新動力對學生創作表現的影響。表五呈現創意動機

對內容創新度的效益，首先，根據模式一與模式二分析結果，團體創新動力並不影響學

生的創意動機（F = .59, p > .05）和內容創新度（F = 1.53, p > .05）。模式三亦顯示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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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動力或創意動機對內容創新度皆未具顯著影響力，此外，創意動機亦未有任何中介

作用（Sobel Z = .69, p > .05）。 

  表六則呈現團體創新動力、創意動機和故事語言正確度的關係。如模式一和二所示，

團體創新動力並未直接影響學生個人的創意動機（F = .59, p > .05）和故事語言正確度

（F = .68, p > .05），然而模式三結果顯示雖然團體創新動力仍未顯著影響語言正確度，

但創意動機則會影響內容正確度，且越有動機的學生在書寫語言的使用上越正確（△F 

= 4.13, p = .047, △R2 = .07, β = .26）。然而，創意動機未具任何中介作用（Sobel Z = .72, 

p > .05）。 

  表七針對團體創新動力、創作焦慮對內容創新度的影響。首先，模式一和二顯示團

體創新動力並未顯著影響創作焦慮（F = .60, p > .05）和內容創新度（F = 1.05, p > .05），

然而模式三則顯示創作焦慮會顯著影響學生創作的內容創新度，且學生若越焦慮，內容

創新度越低（△F = 8.80, p = .005, △R2 = .14, β = –.38）。此外，創作焦慮並未一樣未具

任何中介作用(Z = .75, p > .05）。 

  表八則主要針對團體創新動力、創作焦慮和故事語言正確度三者之間的關係。模式

一和二的結果同樣顯示團體創新動力並未顯著影響學生的創作焦慮（F = .60, p > .05）

與語言正確度（F = 1.67, p > .05），而根據模式三結果，創作焦慮一樣並不影響學生創

作的語言正確度，且 Sobel 測驗顯示創作焦慮並非為顯著的中介變項（Sobel Z = .72, p 

> .05）。 

 

伍伍伍伍、、、、討論與結論討論與結論討論與結論討論與結論 

  本研究旨在分析團體創新動力是否會影響大學生在英文故事創作時的焦慮、動機與

創作的內容創新度和語言正確性，本研究主要有兩大發現。首先，以往研究發現團體特

質、焦慮、動機及創作表現兩兩之間相關，像是 Craig 與 Kelly（1999）發現團體凝聚

力對圖片創意、一致性與複雜度有些影響；Eisenberg 與 Thompson（2011）則發現外在

氣氛（競爭）影響內在動機、創作焦慮感與創作表現；而 Okebukola（1986）、Carlsson

（2002）與 Ceci 與 Kumar（2016）也發現焦慮、動機與創作成果間呈現複雜的關係，

因此本研究預期團體創新動力、創作焦慮、創意動機及創意成果相互之間將出現顯著相

關。然而，研究結果發現團體創新動力並未與創意動機、創作焦慮、創意表現（內容創

新度和語言正確性）有顯著關係，此項研究發現則未符合研究之部分預期結果。 

  第二，本研究原先預期學習者的創意動機及創作焦慮皆會是團體創新動力影響學生

創作表現的中介變項，即良好的團體創新動力可能會藉提升學生創意動機或降低學生的

創作焦慮，進而加強學生故事創作的內容創新度與語言正確性。然而，本研究發現因團

體創新動力並未如預期對學生創作表現有顯著的影響，因此創意動機與創作焦慮必然不

會成為有效的中介變項，且團體創新動力亦不會改變學生的創意動機或創作焦慮。與團

體創新動力相較，學習者個人的創意動機與創作焦慮反之具較強的影響力，例如創意動

機的學生故事創作的文字較為正確，而創作焦慮較低的學生則越能在故事情節上展現創

意，這些發現也多少支持以往研究所發現個人情感因素會影響作品的創新度，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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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witch、Munz、Elliott 與 Mathis（2003）發現創作者的正向心情（如感到快樂）能提

高他們想法的創新度。此項發現也說明了在英語故事創作寫作活動中，團隊合作時對創

新的氣氛與使命並不會影響學生者本身對故事創作的動機或焦慮，也不會影響學生最終

的創作成果。相反地，學習者個人對創意寫作的動機或焦慮則較具影響，因此在英語課

程的創意寫作活動中，教師一方面應加強學生的動機，另一方面則應設法幫助學習者降

低對創作的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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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表五表五表五    迴歸分析結果迴歸分析結果迴歸分析結果迴歸分析結果：：：：團體創新動力團體創新動力團體創新動力團體創新動力、、、、創意動機對故事內容創新度的影響創意動機對故事內容創新度的影響創意動機對故事內容創新度的影響創意動機對故事內容創新度的影響 

 中介變項（創意動機） 依變項（創意故事：內容創新度） 

 模式一 模式二 模式三 

 B SE β B SE β B SE β 

常數 3.67** .57  2.82** .72  1.88 .94  

團體創新動力（自）    .09 .11 .10    .17 .14 .15 .15 .14 .14 

創意動機（中）       .25 .16 .20 

模式摘要 

 △R2 .01 .03 .04 

 △F .59 1.53 2.40 

 R2 (Final) .01 .03 .06 

 F (Final) .59 1.53 1.98 

 Sobel Z       .69 

*p < .05, **p < .01 

 

表表表表六六六六    迴歸分析結果迴歸分析結果迴歸分析結果迴歸分析結果：：：：團體創新動力團體創新動力團體創新動力團體創新動力、、、、創意動機對故事語言正確度的影響創意動機對故事語言正確度的影響創意動機對故事語言正確度的影響創意動機對故事語言正確度的影響 

 中介變項（創意動機） 依變項（創意故事：語言正確度） 

 模式一 模式二 模式三 

 B SE β B SE β B SE β 

常數 3.67** .57  3.19** .65  2.18** .82  

團體創新動力（自） .09 .11 .10 .12 .13 .12 .08 .12 .08 

創意動機（中）       .29* .14 .26 

模式摘要 

△R2 .01 .01 .07 

△F .59 .68 4.13 

R2 (Final) .01 .01 .08 

F (Final) .59 .68 2.42 

Sobel Z        .72 

*p < .05, **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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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七七七七    迴歸分析結果迴歸分析結果迴歸分析結果迴歸分析結果：：：：團體創新動力團體創新動力團體創新動力團體創新動力、、、、創作焦慮對故事內容創新度的影響創作焦慮對故事內容創新度的影響創作焦慮對故事內容創新度的影響創作焦慮對故事內容創新度的影響 

 中介變項（創作焦慮） 依變項（創意故事：內容創新度） 

 模式一 模式二 模式三 

 B SE β B SE β B SE β 

常數 47.50** 9.45  2.82** .72  4.44** .94  

團體創新動力（自） –1.42 1.84 –.11 .17 .14 .15 .12 .15 .10 

創作焦慮（中）        –.03** .01 –.38 

模式摘要 

 △R2 .01 .02 .14 

 △F .60 1.05  8.80** 

 R2 (Final) .01 .02 .16 

 F (Final) .60 1.05 5.00 

 Sobel Z      .75 

*p < .05, **p < .01 

 

表表表表八八八八    迴歸分析結果迴歸分析結果迴歸分析結果迴歸分析結果：：：：團體創新動力團體創新動力團體創新動力團體創新動力、、、、創作焦慮對故事語言正確度的影響創作焦慮對故事語言正確度的影響創作焦慮對故事語言正確度的影響創作焦慮對故事語言正確度的影響 

 中介變項（創作焦慮） 依變項（創意故事：語言正確度） 

 模式一 模式二 模式三 

 B SE β B SE β B SE β 

常數 47.50** 9.45  3.19** .65  3.84** .81  

團體創新動力（自） –1.42 1.84 –.11 .12 .13 .12 .15 .13 .15 

創作焦慮（中）       –.02 .01 –.26 

模式摘要 

 △R2 .01 .03 .07 

 △F .60 1.67 3.80 

 R2 (Final) .01 .03 .10 

 F (Final) .60 1.67 2.78 

 Sobel Z       .72 

*p < .05, **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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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107 年 8 月 12 日 

一一一一、、、、    參加會議經過參加會議經過參加會議經過參加會議經過 

    本人今年度所參與的研討會為 2018 Creativity Conference，該研討會雖是第一年

舉辦，但因總籌畫人為國際知名創造力學者 Dr. Mark Runco，而會中亦邀請了許多重

量級學者如 Dr. Robert Sternberg 與 Dr. Mihaly Csikzentmihalyi 等人與會進行專題演

講，因此四天研討會有來自 23 國、超過 300 位的學者參與，可謂是創造力研究領域

於 2018 年重要的大活動。 

    本次研討會於 2018 年 8 月 3 日至 2018 年 8 月 6 日舉行。本人於研討會前一天

（8 月 2 日），先行抵達 Southern Oregon University 為 8 月 4 日的發表做準備。而研

計畫編號 MOST 106 － 2410 － H － 003 － 058 － 

計畫名稱 團體創新動力對臺灣大學生英文創作焦慮、創意動機及創意寫作的影響 

出國人員

姓名 
王宏均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 

助理教授 

會議時間 
107 年 8 月 3 日至 

107 年 8 月 6 日 
會議地點 

Oregon, USA (Southern Oregon 

University) 

會議名稱 

(中文) 創造力研討會 

(英文) Creativity Conference 

發表題目 

(中文) 小組創意合作：探討團隊創新動力對創作焦慮、創作動機和創

作表現的影響 

(英文) Creative Pursuit in Small Groups: Investigating the Effects of 

Group Creative Dynamics on Creative Anxiety, Creative Motivation and 

Creative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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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會舉辦期間，本人每日參與不同的發表場次，除吸收新知，也希望能結交更多其

他國家創造力研究學者，促進日後跨國間合作的可能性。 

    本人於 8 月 4 日上午 10:45-11:30 期間發表個人研究論文，當天早上共有約 20

位聽眾到場聆聽，發表情形十分良好，會後有一些國外研究學者希望本人能分享報

告簡報，更有美國大學教師與本人討論日後跨國/跨領域合作的可能性。此外，亦有

一位美國學者與一位法國學者於發表後鼓勵本人能盡速將研究成果投稿至國際期

刊。在參與四天研討會議程後，本人於 8 月 7 日上午離開 Southern Oregon University。 

 

二二二二、、、、    與會心得與會心得與會心得與會心得 

     本人在這次四天的研討會期間，參與許多專題演講與研究成果發表，包括 Dr. Roni 

Reinter-Palmon 的 Team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Team Processes and Leadership, Dr. 

Robert Sternberg 的 Save the World! We Don’t Just Need Smarter or Even More Creative 

Kids—We Need Wiser Ones Too 等，四天收穫良多，除幫助本人更加了解創造力研究的現

今的研究脈絡與方向外，亦十分有助於日後本人在學校的教學工作。總括而言，本人對

於此次參與 Creativity Conference 的與會心得可就以下三點詳述： 

（一） 了解創造力研究目前的發展與未來的趨勢： 

本次研討會發表場次皆是針對創造力研究與教育，會中邀請了許多重量級學者

與研究成果豐碩的學術先進蒞臨分享，而本人也在會中亦進一步了解創造力研

究在 team creativity 和 creative style 等主題上，皆需要學者進行更多深入的研究。 

（二） 研討會議程內容的多樣性，讓與會者的研究工作與教學實務皆能同時提升：

Creativity Conference 雖為學術性的研討會，但主辦單位在四天的議程中安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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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場創造力教學實務工作坊，如 Paul Nolan 與 Stephanie Nolan 就 Thinking, Doing 

and Being: Discovering Everyday Creativity 為題，與與會觀眾討論什麼是 personal 

creativity，並利用音樂治療的策略，透過音樂和道具帶領聽眾利用角色扮演與揣

摩的方式，了解 everyday creativity 在我們日常生活中無所不在。而 Dr. Dimitris 

Grammenos 的演講更是精彩絕倫（講題：Thinkpetizers: Small Bites of Creative 

Thinking），短短一小時的演講中，他介紹了許多創意訓練的教學實務方法，讓

與會聽眾更加了解如何在各自的課堂上激發學生的創意思考能力。總括而言，

今年的 Creativity Conference 讓本人在學術研究和教學實務上皆有許多很棒的收

穫。 

（三） 研討會會後的 Social Night 促進學者間的交流： 

研討會除了是學者發表研究成果的舞台，也提供學術研究工作者敘舊和交流的

平台。研討會主辦單位在第一天和第二天晚上皆安排了 Social Night，讓與會來

賓在忙碌了一天之後，能夠在輕鬆的氣氛下交流並討論彼此的研究工作，促進

日後跨國/跨領域研究的機會。本人在這次研討會的 Social Night，認識了來自日

本、馬來西亞、中國等國的學者，並希望日後在研究上能有更多彼此交流的機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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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Creative Pursuit in Small Groups: Investigating the Effects of Group Creative 

Dynamics on Creative Anxiety, Creative Motivation and Creative Performance 

Abstract 

    Despite the mounting research interest in group creativity today, very little attention in 

creativity research has been paid to the issue of how group dynamics in a creative task affects 

an individual’s affective perceptions of the task and task outcomes. To bridge this gap, this 

study aimed to probe the relationships of English-as-a-Foreign-Language (EFL) learners’ 

group creative dynamics to their creative anxiety, creative motivation and performances in a 

creative story-writing task. 

    The purpose of this presentation is two-fold. First, it will report on the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 team innovation inventory that assesses learners’ group dynamics in creative 

tasks. Second, it will delineate the methodology and results of the main study. In this part, 80 

university freshmen completed the team innovation inventory, Abbreviated Torrance Tests for 

Adults, a creative anxiety survey, a creative motivation survey, and the story-writing task. 

Their creative stories were later evaluated by a group of university English teachers on two 

dimension, creativity and linguistic accuracy.  

    The participants’ responses to the surveys and their writing scores were analyzed to 

address three research issues: (1) Is group creative dynamics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an 

individual’s creative anxiety, creative motivation and creative performance? (2) Does creative 

anxiety medi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roup creative dynamics and creative performance? 

(3) Does creative motivation medi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roup creative dynamics and 

creative performance? Overall, this study intends to shed new light on research into group 

creativity and provide pedagogical implications as to how to enhance group creative dynamics 

in EFL classro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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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建議 

本人就本次與會經驗，提出兩點建議供國內學校與學術先進參考： 

（一） 本次研討會為落實無紙化作業的想法，主要運用一項 APP 建立研討會社團，並

於 APP 中公告所有的議程，讓與會來賓能即時於手機上查詢所要聆聽的場次，

並建立個人的研討會議程表。本人非常認同主辦單位使用 APP 的想法，這不僅

能節省紙張，保護大自然環境，並讓與會者與其他來賓能透過行動載具有更多

交流的機會，讓彼此的情誼在研討會結束後，也能透過網絡延續下去。 

（二） 本次研討會主要以學術研究發表為取向，然為增加研討會內容的多樣性，同時

讓與會來賓了解不同領域如何進行創造力教學，主辦單位在研討會活動安排極

具巧思，嘗試了許多新的方法。例如每日早上安排了一小時的 Boom Talk，每個

場次有四位發表者，發表者利用 15 分鐘精簡報告研究成果，而與會來賓也可以

依照興趣到不同場次去聆聽想聽的主題，極充實且有效率。第二，研討會也安

排了幾場創意訓練工作坊，講者引導與會來賓透過實作了解創造力的各種面向

以及訓練創意思考的技能。 

    整體而言，本次參與 2018 Creativity Conference 本人收穫許多，研討會發表的品

質十分精緻，活動規畫亦非常完善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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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    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研討會利用名為Whova的APP及研討會

網站公告議程以及即時訊息，並無任何

紙本論文集與議程手冊。 

 

六六六六、、、、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8 月 4 日本人報告會場 

場次告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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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Grammenos 的工作坊 

帶領與會來賓運用錫箔紙 

創造 W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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