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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計畫首先在第一年探討新住民子女的內在複雜度優勢與其對不同
類型創造力效果的中介路徑，初步的探索兩個影響新住民子女創造
力優勢的可能機制（情緒複雜度與人格複雜度）。研究發現負向情
緒複雜度會正向中介中國新住民子女在頓悟問題上的優勢，意即中
國新住民子女在頓悟問題上的優勢部分係來自豐富多樣的負向情緒
經驗所致（研究一）。接著，第二年延續第一年的研究，探討影響
新住民子女創造力優勢的可能因素，其中包含「涵化程度」（個體
對多樣性經驗的涉入程度）與「文化距離」（社會環境本身提供的
多樣性經驗），以探討文化環境對新住民子女創造力表現之最適影
響路徑。研究發現新住民子女在流暢力上的優勢，會受到文化距離
的中介影響。換言之，文化距離對於雙文化新住民子女的開放式創
造力優勢具有係透過文化間的多樣性價值觀距離之影響（研究二
）。此外，研究結果顯示，新住民子女的正向情緒複雜度會透過涵
化程度而影響對生活滿意度的效果，代表新住民子女若能採取良好
的涵化方向，有助於其個體的內在複雜度孕育，進而提升他們的心
理與生活適應（研究三）。最後，第三年進行創意教學課程之介入
，目的為提升中學生新住民子女的多元文化刺激之文化整合與創意
優勢之學習能力。結果發現，在第一套教學課程中，透過六週的文
化整合教學活動，新住民子女接受實驗教學活動後，在創意自我效
能的學習成效顯著高於一般生。此外，接受文化整合教學的新住民
子女，透過多元文化整合教學課程，在情意創造力顯著優於一般生
；而對接受一般傳統教學的新住民子女來說，其學習表現較一般生
低落。顯示出新住民子女接受多元文化整合教學的課程設計與實踐
，對於其學習發展、學習經驗等正面特質與潛力上，能夠創造出更
多正面的創造力與情意表現（研究四）。在第二套教學課程中，進
行五週的創意優勢取向之創造思考教學融入桌遊的課程，結果發現
，透過課程學習後可以有效提升新住民子女部分的創造力表現，甚
至能使其獲得比一般生更高的生活滿意度。研究結果符合優勢中心
教學的觀點，藉由課程設計營造讓學生發揮優勢的機會，使學生能
表現自己的長處，發現自己的優勢，進而產生對自己或生活狀態的
正向評價（研究五）。整體而言，本研究為國內首創探討新住民子
女之創造力歷程，並率先從多元文化創造性教學的觀點，設計文化
整合與創意優勢取向之教學實驗，研究結果對如何提升新住民子女
之整體創意潛能、心理健康有所啟發，結論針對該現象在教育場域
意義和心理機制歷程予以探討。

中文關鍵詞： 新住民子女、創造力、內在複雜度、文化距離、涵化程度、多元文
化整合教學、創意優勢取向教學

英 文 摘 要 ： In the first year, the project explores new immigrant
children’s strengths in internal complexity and its
mediating pathways toward different types of creativity;
two possible mechanisms that affect their strengths in
creativity (emotional complexity and personality
complexity) are preliminarily explored. The study found
that children’s (from Chinese immigrants background)
strengths in insight problem solving were positively
mediated by complexity of negative emotions, that is,



children’s strengths in insight problem solving are partly
influenced by the richness and the diversity of their
negative emotional experience (Study 1). Next, in the
second year, we explored the possible influencing factors
that affect new immigrant children’s strengths in
creativity, including “level of acculturation” and
“cultural distance”. The aim is to explore the most
applicable pathway between the influence of cultural
environment and the creative performance of new immigrant
children. Findings suggested that new immigrant children’s
strengths in fluency is mediated by cultural distance.
Therefore, cultural distance on bicultural immigrant
children’s strengths in open-ended creative potential is
influenced by the diverse values between cultures (Study
2). Moreover, study finding indicates that new immigrant
children’s complexity in positive emotions and its effect
on life satisfaction is mediated by level of acculturation.
This means that positive acculturation experience in new
immigrant children fosters one’s internal complexity, and
in turn enhances their psychological and life satisfaction
(Study 3). Finally, in the third year, classroom
interventions were conducted to improve middle school
student’s cultural integration via multicultural
stimulation and learning ability based on their strengths
in creativity. Results suggests that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first teaching program, the six-week
multi-cultural integration, the students involved (i.e.
children from new immigrant family) has significantly
higher learning abilities in their creative self-efficacy
and affective creativity than general students (i.e.,
students with both Taiwanese born parents). In contrast,
new immigrant students that attended traditional lessons
has significantly lower learning performance than general
students. This suggest that attending programs with a
design and practices in multicultural integration
significantly enhances one’s positive traits and
potentials such as learning development and learning
experience, which in turn creates more positive creative
and affective performance (Study 4). In the second teaching
program, the five-week strengths-based creative thinking
integrated board game program was used.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program can enhance new immigrant student’s
creativity and develop higher life satisfaction compared to
general students. Results suggests that use of strengths
based programs, students are able to create opportunities
to utilize and recognize their strengths and in turn
generate a positive self and life appraisal (Study 5). In
general, this program of research is the first in Taiwan to



explore the creative process of children from new immigrant
families, and takes the lead in designing cultural
integration and strengths-based creative thinking teaching
experiments through a multicultural creative teaching
perspective. The results of the research have implications
in relation to increasing new immigrant children’s overall
creative potential and mental health. Discussions are made
based 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phenomenon in the
educational settings and the process of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英文關鍵詞： New immigrant children, creativity, internal complexity,
cultural distance, level of acculturation, multicultural
integration teaching, creative strengths-based teaching.



1 

 

緒論 

近年來，國內新住民與外籍配偶人數呈現穩定的成長，目前已超過56萬人次，並躍居為第五

大族群（閩南、客家、外省、原住民、新住民）（內政部，2020）。這也直接反映在臺灣新生人

口的組成，相較於近年來國人生育率持續降低，新住民子女人數卻呈現持續增長，在近十年間就

由4萬6千人（2004年）成長至20萬8千餘人（2015年），劇增16萬2千人之多，新住民學生比率亦

由1.76％急速增加至13.10％（教育部，2020）。易言之，目前臺灣中小學每10個學生中就有1位

是新住民子女，新住民子女（又稱新臺灣之子）已然成為臺灣教育環境中不可忽視的一份子。 

然而，由於語言文化的隔閡以及家庭社經背景的弱勢，這些新住民子女也常經歷到不少生

活上的困境與問題，諸如社會歧視、就業問題（內政部，2020）、學校生活適應（吳毓瑩，2008）

與學業表現等問題（謝名娟、謝進昌，2013；陶宏麟、銀慶貞、洪嘉瑜，2015）。 

雖然新住民子女在生活與學業有其辛苦之處，但在另一方面，近期由陳學志等人一系列研究卻

發現，文化和語言上的差異卻也促成新住民子女的創造力優勢（陳學志，2013；2015；Chang et 

al.,2014）。在他們收集的超過六千名新住民與一般學生在學習和創造力表現的資料庫發現，即使

控制相關背景變項（如：家庭背景與人格特質），新住民子女仍有較佳的創意傾向與創造力表現，

這也呼應近年多元文化激發創造力的正向論述（Crisp & Turner, 2011; Leung et al., 2008; Maddux 

et al., 2009）。陳學志（2015；2016）延續此發現，探討其內在機制，並發現新住民子女創造力優

勢部分來自他們對其他族群包容的心態以及開放式訊息處理風格。然而，近期多元文化的文獻

指出，隨著多元文化經驗的累積，個體除了在處理訊息的心態上變得更為寬廣外，也能因此發展

出良好的認知能力，以及豐富且複雜的內在結構，這些都會促成個體在創意潛能、想法與實際創

意產出上的優勢（Gocłowska & Crisp, 2014）。單以開放心態作為中介機制變項，可能無法完整解

釋多元文化與創造力的關係。 

據此，在本計畫中擬延伸並突破之前的研究，以 Gocłowska 與 Crisp（2014）的「社會經驗

多樣性模型」為基礎，加入個人層次的「內在複雜度」以及環境層次的「文化距離」與「涵化程

度」予以著手，更深層地探討新住民創意優勢的內在機制，以及環境會如何影響多元文化經驗效

果的品質。此外，過去探討新住民子女創造力表現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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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在

本期計畫中，也會同時會檢驗新住民子女在多向度創造力的表現。職是之故，本研究預期透過這

種全面性的創意元素之探討，能更完整勾勒出新住民子女之創意優勢效果及其內含的心理機制。 

此外，如前述，新住民子女還是會因語言隔閡以及諸多外在環境限制，導致其在日常生活與

學校的適應上相對弱勢，要如何顧慮這些學童的文化差異，並發展適性的教學活動，也為本計畫的

重要宗旨之一。是以本團隊從正向心理學的角度切入，融合「肯定式探尋」（appreciation inquiry）

以及「優勢中心」（strength-centered）理論，設計一系列的教學課程，讓新住民能夠有發揮創造力舞

台的空間，藉由課程引導與活動回饋，讓他們能覺知自已的創造力優勢，進而提升其自我效能，最

終改善他們的學業表現及生活適應。綜言之，本計畫亦嘗試將近期的新住民研究成果延伸至實際

的教學場域裡，透過教學介入活動將新住民子女的這些優勢延伸至其他劣勢領域，並發揮綜效。 

據此，在本計畫中擬延伸並突破之前的研究，檢驗新住民子女在創造力的優勢，是否來自於

他們長期處於多元文化的環境，促使新住民子女發展出較高的內在複雜度，進而產生了較佳的

創造力表現。本研究將對新住民子女與一般學生進行多向度的創造力（認知與情意向度）檢驗之

外，同時亦會測量參與者各項內在複雜度的指標（情緒與人格複雜度），藉此檢驗新住民子女在

創造力的優勢是否係透過內在複雜度所中介。接著，檢驗新住民子女在創造力的優勢，是否會因

自身雙文化的差異（文化距離）或對雙文化的融合與認同程度（涵化程度），進而影響到個體創

造力表現。最後，再以此做為多元文化整合、創意優勢教學的發展基礎，冀以透過多元文化觀點

的角度以此發現將多元文化觀點設計新住民子女的多元文化創造力教學內容，以尋找出適合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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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民子女的學習方式。並為國家培育出更多的透過教學介入活動將多元文化整合觀點與創造力

取向之優勢延伸至其他劣勢領域優勢可以更好的發揮，或許能夠解決他們在校園中生活適應的

問題，並為國家培育出更多的創意人才，帶動社會的發展。此即本計畫目的。 

整體而言，第一年計畫在進行個人層次的「內在複雜度」進行初步性的探究，並測量參與者

各項內在複雜度的指標（情緒與人格複雜度），藉此檢驗新住民子女在創造力的優勢是否係透過

內在複雜度所中介（研究一）。之後第二年則以此延續，以兩個研究探討可能影響新住民子女創

造力表現之相關的變項，其中包含「涵化程度」（個體對多樣性經驗的涉入程度）（研究二）與

「文化距離」（社會環境本身提供的多樣性經驗）（研究三）。以探討文化環境對新住民子女創造

力表現之最適影響路徑。最後，於第三年結合前兩年的研究結果，並延伸至實務學習層面，回歸

學習情境，以發展兩套創意融入式課程：多元文化整合教學（研究四）、創意優勢表現教學（研

究五），並以教學實驗的方式進行介入，檢驗這兩套課程的成效，探尋能有效提升新住民子女之

教學模式。 

文獻探討 

如前所述，多元文化經驗對個體創造力的正向效果，至今已經累積了相當豐富的研究成果，

然而，此現象的內在心理機制仍有待探索。據此，本計畫即整合近期多元文化領域之理論與文

獻，針對個人層次和環境層次的兩文化因素同時進行探討，試圖以更完整的角度解釋新住民子

女之創意特性與內在運作歷程。 

以下將依序對兩文化因素之相關文獻進行摘述，首先針對個人層次的內在複雜度進行檢驗。

接著從環境層次探討文化距離（兩文化差異程度）與涵化程度（個人對兩文化的融合程度）對新

住民子女的創造力影響。最後，本計畫亦試圖將多元文化研究成果實際應用在教學場域上，希冀

將多元文化觀點導入教學中，設計出適切的多元文化整合、創造力優勢教學，以探尋能有效提升

新住民子女之適性教學模式。 

 

一、創造力與多元文化的相關研究 

（一）多元文化與創造力 

梅迪奇效應（Medici Effect）意指不同文化、領域、或學科的想法交會時，將會結合既有知

識或概念創造出大量突破性的創新想法（Johansson, 2005）。近期許多實徵研究亦支持這個觀點，

他們發現具備多元文化經驗的個體，往往在創造力領域表現較佳，像是提升頓悟思考、遠距聯想

和創意想法生成等創意元素（Crisp & Turner, 2011 ; Leung et al., 2008 ; Maddux et al., 2009）。一

個可能的解釋是，當個體持續暴露在多元文化時，會接觸到許多不一致且衝突的經驗，這會強迫

個體改變自己既有的文化思維，並嘗試整合這些多元的文化訊息，這有助個體形成更廣闊的心

態來面對新的經驗以及培養他們整合多元觀點的思考能力（Appiah, 2006）。Crisp與Turner（2011）

認為這樣多元的心態有助個體能打破既有的框架，產出具有創意的想法。 

陳學志等人（2013）研究發現新住民子女雖然普遍有較低的學習成就與家庭社經地位，但在

創造力表現卻穩定高於一般學生，顯示新住民子女雖然有其學習弱勢，但仍可能受惠於多元文

化經驗而有創造力優勢。Maddux等人（2009）研究發現，控制人格特質之後，多元文化經驗仍

與創造力具有高度正向關聯，國內針對新住民子女的研究也得到一致的結果（Chang et al., 2014），

顯示當個體具備多元文化經驗時，可能會吸收異國文化中有別於母國文化的觀念，擴展出更開

闊的心態，進而影響創意表現。然而，近期多元文化的文獻指出，隨著多元文化經驗的累積，個

體除了在處理訊息的心態上變得更為寬廣外，也能因此發展出良好的認知能力，以及豐富且複

雜的內在認知結構，這些都會促成個體在創意潛能、想法與實際創意產出上的優勢（Gocłowska 

& Crisp, 2014）。據此，單以開放心態作為中介機制變項，可能無法完整解釋多元文化與創造力

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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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雖然過去國、內外新住民的相關研究皆指出具有雙文化背景的個體會有較佳的

創造力表現，但在過往的研究中，通常只針對單一一種創造力指標的表現進行探討，其中以認知

向度的擴散性思考作業為大宗（Tadmor et al., 2012；陳學志等人，2013）。然而從前面文獻可知，

擴散性思考能力僅為創造力中的一個面向（想出大量具有新奇點子的能力），若僅以該指標做為

整體創造力的指標，在研究和推論上會有其風險與侷限性。據此，以下即根據不同概念與向度的

創造力類型進行介紹。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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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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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過程以及環境氛圍皆被視為創造力的重要向度之一。根據Williams的「認知－情意交互

作用（cognitive－affective）」架構理論，創造力可概略區分為「認知」向度的創造力思考與「情

意」向度的創意傾向。 

「認知」向度的創造力係指個體能生產出兼具新奇與適切性的想法（Jauk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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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封閉式」（closed-ended）的創造力（Lin 

& Shih, 2016）。「開放式」創造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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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類開放式創意思考作業為大宗（Kaufman et al.,2008; Plucker & Makel, 2010）。

透過這些測驗可得到幾個典型的開放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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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沒有唯一解且鼓勵個體產出大量創新想法的開放

式創造力，「封閉式」創造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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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至錯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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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見的封閉式創造力作業，諸如頓悟問題、遠距聯想測

驗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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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意」向度的創造力概念則是將焦點放在個體人格、動機、態度傾向等心理方面的特性探

討，據此，本計畫在此向度的創造力上，聚焦在探討個體於創造活動中所表現的人格傾向的「創

意傾向」（Selby et al., 2005）及個體對於創意的態度或對於自身創造力知覺的「創意自我效能」

（creative self-efficacy, Chen et al., 2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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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典型指標可概分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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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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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險性：個體具備勇於探索精神的特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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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創意自我效能」則

是反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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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此，本計畫擬延伸並突破之前的研究，同時檢驗個體的認知與情意向度之創造力，在認知

向度裡，除了常見的開放式創造力作業外，也加入封閉式創意測驗；在情意向度的部分，則同時

包含個體的創意傾向與創意自我效能。職是之故，本研究預期透過這種全面性的創意元素之探

討，能更完整勾勒出新住民子女之創意優勢效果及其內含的心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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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內在複雜度在多元文化經驗－創造力之中介效果 

（一）內在複雜度與創造力 

複雜度(complexity)的概念源自於 Kelly（1955）所提出的個體建構理論（personal construct 

theory），Kelly 主張個體為了能有效理解、解釋、預測生活中各種事件，會在心中建立系統性認

知結構以便更有效率因應。基於 Kelly 的理論，Bieri（1955）首先提出「認知複雜度」的概念，

認知複雜度反映個體針對一項事物，能夠分化出不同認知結構數量的多寡，當個體能分化出愈

多不同向度的認知結構並加以整合，其認知複雜度愈高（Burleson & Caplan, 1998）。除了認知複

雜度，在其他心理學研究，因應不同主題也發展出其他各種向度的複雜度，包含：「自我複雜度」

（Linville, 1985）、「情緒複雜度」（Quoidbach et al., 2014）、「人格複雜度」（Csikszentmihalyi, 1996）。

這些不同向度的複雜度雖大多具有自己的定義或計算指標，但他們的基本概念皆與認知複雜度

相同，即是當個體對一個概念可以分化出更多不同的結構去進行描述或處理時，代表該向度的

複雜度愈高。 

「情緒複雜度」意指個體能夠同時經驗到的情緒豐富性與多樣性，主要的指標是透過個體

主觀報告其所經歷的情緒強度與多元性（Lindquist & Barrett, 2008），當個體能同時報告出愈多

元以及同時強度相等的情緒體驗時，表示情緒複雜度愈高（Larsen & McGraw, 2011）。是此，近

期研究也開始將情緒的多樣性納入考量，探討情緒複雜度對個體的影響，結果發現擁有豐富的

情緒生活會為我們帶來很多益處，有助於適應性的情緒調節以及成人和老年人的心理健康（Ryan 

& Deci, 2001）。過去鮮少研究探討情緒複雜度對於創造力的影響，但臨床研究發現無法有效轉

換情緒或處理情緒的心理疾患患者（例如：憂鬱、焦慮症），其共通點在於無法忍受多元情緒所

帶來的不確定性與缺乏心理彈性（Gardenswartz et al.,2010; Kashdan & Rottenberg, 2010）。因此

情緒複雜度可能涉及對情緒經驗同時存在的包容程度，能夠展現高情緒複雜度個體，表示他比

較能夠接受多元情緒的存在，並具有較好的心理彈性。據此，情緒複雜度愈高的個體表示他們可

能具有較好的心理彈性，同時能包容不確定性的存在，因此個體的情緒複雜度愈高時，應該也能

表現出較佳的創造力。 

「人格複雜度」的概念則取自於 Csikszentmihalyi（1996）的創意人格理論，其認為個體能

夠同時擁有兩極對立的人格特質，並在不同的情境中展現，例如：在工作場合精力充沛（高外

向），而下班後又變得沉靜（高內向）；又如：可以視情境的需求時而展現出堅強(男性化)，時

而出現陰柔(女性化)的人格特質。因此當個體能在各項人格特質中的兩極進行切換時，表示其能

同時具有向度兩端的特質，則其人格複雜度較高。雖然過去對於人格複雜度的測量研究較為缺

乏，因此沒有實徵的量表可以測量人格複雜度，但本計畫將參考情緒複雜度的概念，同時計算參

與者在人格向度兩端的得分，以此轉換為個體的人格複雜度指標，雖然過去對於人格複雜度與

創意表現的實徵研究較少，但依據 Csikszentmihalyi（1996）的觀點，擁有複合性人格特質的人

會表現出較好的創造力，因為這種人格的多元性，應該能有效的幫助他們在不同的情境中做思

考及行為上的轉換，進而增加個體在創造力的表現。所以我們推論當個體人格複雜度愈高時，創

造力表現也會愈好。 

細究過去國內很少針對個體內在複雜度進行研究，僅有針對團體複雜度與創造力的關係進

行探討，發現當組成團體的學生背景（例如：理組或文組）或興趣愈多元（團體複雜度愈高），

對其團隊創造力有正向影響（張仁和、陳學志、徐芝君、林耀南，2009）。因此本計畫希望透過

整合個體不同向度的複雜度，由整體的觀點探討內在複雜度在創造力研究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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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元文化經驗對個體內在複雜度的影響 

近期多元文化的研究也開始探討多元文化經驗對於個體內在複雜度的影響，依據 Amiot 等

人（2007）提出的「多元身分適應發展模型」，多元文化經驗對於個體的影響是一種動態的歷程，

當個體開始涉入他們新的社會身份時，在最初的階段，他們會試著使用不同文化的觀點或身份

來處理訊息，隨著情境不同，個體會在兩種文化中進行「切換」（Alternation），使用不同的角度

進行思考。之後隨著生活經驗增加，他們會開始經歷兩個文化間的衝突，為了化解衝突，個體會

從衝突的觀點進行調整，進而整合出一致的觀點。隨著兩個文化的整合，個體可跳脫兩種文化的

框架，以更廣泛角度進行建構。 

在這個動態的適應過程，個體於初期的切換與整合階段會逐步訓練相關的認知能力及整合

能力，以發展出不同的策略來因應情境，最後擴充他們的多元思考，使個體能以多元的角度進行

認知建構。顯示當個體具有多元文化身份時，多元文化的經驗會有助於個體發展多元的角度，過

去針對雙文化者的研究也發現，當個體認定自身具有多元文化身份時，必須在兩種不同的文化

框架中進行切換，以因應不同的情境來做出適當的反應，透過這樣的歷程訓練，會進而增加雙文

化者的內在複雜度（Benet-Martínez et al., 2006）。 

相較於處於單一文化的個體，具有多重身份的個體透過適應文化衝突的過程，學習到如何

在兩個身份間進行切換，調適不一致的認知，進而拓展他們的自我定義（Crisp & Turner, 2011; 

Plaut, 2010; Ritter et al., 2012）。後續研究進一步發現，文化身份的認同對於自我複雜度會造成很

大的影響，當個體自覺具有兩種文化身份時，會表現出更高層次的自我複雜度（Brewer, 1999），

尤其是當這種雙重文化身份被提示時，會隨之表現出更高的自我複雜度（Yip, 2009），顯示多元

文化的經驗，可以讓個體在建構自我概念時，形成更多元的自我觀點而提升自我複雜度。 

雖然過去研究較少檢驗多元文化經驗是否能提升個體的情緒複雜度及人格複雜度，但在單

一文化和雙文化的比較研究中發現，雙文化者的心理彈性較單一文化者來得高（Hanus, 2014; 

Scherman, 2010），心理彈性影響了個體是否能夠辨識並適應當前的情境需求，轉換個體心態以

調節情緒反應，並以多元的方式去應對（Waugh et al., 2011）。Hanus（2014）認為當雙文化者具

有比較高的心理彈性，在經歷一些文化衝突所產生的負向感覺時，比較能夠去修改他們的感覺，

增加他們的適應性。因此我們可以預期，雙文化者面對衝突情境時，會彈性的去轉換他們的情緒

以因應衝突，因此他們所體驗到的情緒就不會只是單一向度的情緒反應，而是會經歷多元的情

緒體驗，因而形成較高的情緒複雜度。同時雙文化者在生活中常常需要面臨價值觀的衝突，因此

相較於單一文化者，雙文化者的人格結構可能並非那麼穩定的偏於向度的一端，而是在兩端進

行切換，因而形成較高的人格複雜度 

綜合上述，臺灣的新住民子女因身處不同文化情境，常常需要面對不同身份認同、價值衝突

及多元的情緒經驗，長期接受多元的訊息刺激及處理，應能強化各項內在複雜度的成長，進而提

升創造力表現。據此，本次研究即檢驗新住民子女在創造力的優勢，是否來自於他們的內在複雜

度，進而產生了較佳的創造力表現。 

 

三、社會經驗多樣性對多元文化之效果 

    根據 Gocłowska 與 Crisp（2014）的「社會經驗多樣性模型」，並非所有多元文化體驗皆能

為個體創意帶來良好效果，僅有部分因素影響多元文化經驗效果的品質，包括：文化距離或深層

且同時涉入雙文化身分。其中，「文化距離」表示個體雙文化之間的價值觀多樣性程度，當文化

距離足夠的時候，個體才會有機會能常經驗到兩種文化價值觀上的衝突，因而開始進行價值觀

與雙文化身分上的整合。反之，當兩文化距離彼此太接近時，個體在生活上較不會歷經價值觀的

衝突，也不會積極的涉入與整合其雙文化身分，進而降低其多元文化經驗的品質。另一方面，除

了環境帶來的多樣性經驗，個體對於雙文化身分認同與涉入程度也會影響多元文化經驗的品質，

亦即為雙文化的「涵化取向」或「涵化程度」，Gocłowska 與 Crisp（2014）指出，只有當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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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涉入雙文化身分裡並與他人產生互動，才能實質體驗到價值觀的衝突，進而尋求整合或調

節的方法。許多研究顯示，當雙文化個體發展出這種同時接受和整合兩文化身分的涵化取向時，

他們會具有較佳的心理和社會文化適應力，同時也可能發展出較複雜的內在心理結構，進而增

進創造力表現（Leung & Chiu, 2010; Maddux et al., 2009; Tadmor et al., 2012; Tadmor & Tetlock, 

2009）。據此，以下回顧社會經驗複雜度中「文化距離」與「涵化取向」的相關文獻。 

（一） 文化距離與創造力 

    文化距離係指兩文化在物理與心理的差距性，當距離大表示兩個文化的差異愈大。如前所

述，文化距離會為個體提供衝突的價值經驗，迫使個體針對這些衝突進行整合和調整。近期在

Benet-Martínez 等人（2006）的研究即發現，當個體明顯知覺到文化距離差異或價值觀衝突時，

會迫使個體以更精致和複雜的方式去思考這類文化衝突。Cheng 和 Leung（2013）的研究也發現，

當給予參與者不同文化距離刺激時，參與者在較大文化距離的刺激情境下會有較佳的創造力表

現。這突顯出在探討多元文化對創造力的影響時，同時還需要考量到這些文化間彼此的相似和

相異性。 

    國內研究也有類似發現，在Chang、Su與Chen（2015）的研究裡，他們測量國內三大族群間

（閩南、客家、外省）的文化距離，並比較來自不同家庭文化距離的一般中學生子女在創造力表

現上的差異。結果顯示，相較於近距文化距離的孩童（例如：閩－閩），遠距文化距離（例如：

閩－客）的孩童在創造力表現上具有穩定的優勢。由此可知，新住民子女對於創造力表現的優

勢，應也會受到其父母出生地之文化差異性（即文化距離）所影響。在臺灣新住民族群中，以中

國與東南亞占大宗，其中東南亞新住民與臺灣本地人民在生活習性與文化差異較大，中國新住

民則在文化距離較近（Hofstede et al.,2010）。 

   另一方面，過去文獻也指出「文化距離」可能會對多元文化個體的生活適應度與學業表現有

負向的影響，例如，在謝名娟與謝進昌（2013）的整合分析裡，他們發現來自中國地區的新住民

子女與一般生的學業落差較小（相較於來自東南亞地區的子女）。換言之，父母文化相近者所需

要的適應調整小，故適應較佳；相對的，相異者所需要的適應調整大，因而可能適應較差。上述

結果除了能說明新住民族群是一個多元豐富的異質性團體外，也顯示出文化距離帶來的多方影

響力。 

目前在跨文化的研究中，Hofstede（1984）和Hofstede、Hofstede與Minkov (2010）所建置的

客觀文化距離（objective cultural distance）是一個重要的指標，其針對各國文化建構資料庫，藉

由比較六大心理效度：分別是個體主義對比集體主義（individualism vs. collectivism，IDV）、男

性化對比女性化（masculinity vs. femininity，MAS）、長時對比短時取向（long term vs. short term 

orientation，LTO）、權力距離（power distance，PDI）、、對未知的迴避性（uncertainty avoidance，

UAI）以及放縱對比約束（Indulgence vs. restraint，IVR）。目前Hofstede也將各個國家在各向度

文化資料全部提供於Hofstede研究中心（Hofstede center）網站上(www.hofstede-insights.com)，以

便研究者計算客觀文化距離指標。 

 

（二）涵化取向與創造力 

    涵化（acculturation）意指個體在接觸其他文化後，其心理變化與適應的動態歷程（Berry, 

2003），這個概念也被廣泛應用在許多新住民或雙文化者的研究裡，其著重在雙文化者到新文化

環境後，所碰到的文化價值觀衝突（主流文化與原生文化）與其調適的心理歷程之探討。透過涵

化歷程的探討，研究者可以更清楚地瞭解這些雙文化的個體如何去適應和處理雙文化身分的問

題，以及對其心理與社會行為層面調適之影響（Nguyen & Benet-Martínez, 2013）。 

    當雙文化者在面臨新文化刺激時，他們會面臨到兩個關於涵化方向的挑戰。第一，要如何保

留和維持其原生的文化（亦即「原生文化定向」（heritage cultural orientation），第二，他們要如

何面對和適應新環境的主流文化（即「主流文化定向」（dominant cultural orientation）。由於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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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涵化方向會讓個體經驗到許多文化價值觀、行為、信念與身分認同的衝突。近期許多研究者

發現，這兩個涵化方向是彼此獨立且具有共存的可能性，並傾向支持「雙向度涵化觀點」（詳見

Nguyen & Benet-Martínez, 2013）。 

換言之，個體可以同時認同原生和主流文化，並同時朝這兩個涵化方向邁進，也可以都不認

同兩個文化。Berry（1997）即以此提出雙向度的涵化策略模型（acculturation strategies model），

在這個模型裡，可以根據個體在兩涵化方向的交互作用情形，區分出四種不同的涵化取向，分別

為，「整合」（integration）：個體對兩文化的認同度都高，且同時朝向兩涵化方向發展；「同

化」（assimilation）：個體放棄原生文化的維持，並偏向往主流文化靠攏；「分離」 （separation）：

個體維持原生文化的認同，並拒絕主流文化；「邊緣化」 （marginalization）：個體對這兩個文

化都不認同。 

    過去許多跨文化的研究發現，對雙文化者而言，「整合」是一個相對良好的涵化取向，其代

表個體能深度涉入兩文化身分裡並發展出較佳的雙文化身分認同，透過這種的正向涵化歷程發

展，他們會更願意與主流文化的其他個體互動（Buriel, Perez, de Ment, Chavez, & Moran, 1998），

得到更多來自不同文化他人的社會支持（Mok et al., 2007）。這些具有高度雙文化整合的個體，

通常也會展現出較佳的心理與社會文化層面調適性（psychological and sociocultural adjustment），

這讓他們能有效處理其在涵化歷程所經歷的壓力和不良影響（Berry et al.,  2006）。在Nguyen和

Benet-Martínez （2013）的後設分析研究裡，在透過83篇的相關涵化研究及超過23000位的跨國

雙文化樣本分析後，他們也得到類似的結論：相較於往單一文化發展的涵化取向（例如：同化或

分離涵化取向），傾向雙文化整合的涵化取向更能正向預測雙文化者的心理與社會文化調適性，

也就是說，當個體對兩文化的涉入或整合程度愈高時，其心理與社會適應性也愈佳。綜言之，當

雙文化者能同時朝向主流與原生文化發展時，他們會容易產生較佳的雙文化整合程度，並因此

發展出良好的生活調適能力，進而有助他們處理生活中所經歷的諸多文化衝突。 

重要的是，除了對生活適應層面有幫助外，近期Tadmor與其同僚一系列的研究（Tadmor & 

Tetlock, 2009；Tadmor et al., 2012）亦發現，雙文化者的涵化取向會調節其多元文化經驗對創造

力之促進效果。他們假設雙文化者的創造力優勢，除了來自環境本身所提供的多元文化訊息外，

同時也需要考量個體對兩文化的涉入程度，只有當個體能深度涉入兩文化脈絡，並因而有效連

結兩文化的概念時，個體的創造力才會被有效地提升。換言之，同時涉入雙文化的「整合取向」

會比其他涵化取向在創造力發展上來的有優勢。其研究結果也支持了這個假設，在他們五個研

究裡一致地發現，相較於「同化」或「分離」涵化取向的雙文化者，這些「整合涵化取向」的個

體能有效地從多元情境裡擷取多樣性的訊息進而增進其創意想法。在Cheng、Sanchez-Burks與Lee

（2008）發現，當研究者提供多元文化訊息時，高雙文化「整合涵化取向」的亞裔美國人較能從

中擷取線索，並因而能產出較具創意的想法。Saad 等人（2013）的研究也發現，雙文化「整合

涵化取向」程度愈佳的個體，在多元文化的情境底下擷取出豐富的創意素材，進而增進其創造力

表現。 

綜上所述，豐富的文化距離能為雙文化者提供一個適合孕育內在複雜度的環境，在這個環

境裡，他們會經驗到許多因文化差異所產生的衝突和挑戰。另一方面，除了文化本身所蘊涵的多

元環境線索外，也需要雙文化者自身能有效投入雙文化身份的整合裡，透過這種正向的涵化取

向發展，個體會在涵化過程中逐漸形塑出良好的生活適應力，同時也有助個體內在複雜度與創

造力的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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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化整合及優勢取向教學對新住民子女之影響 

創造力是人類高階心智能力的展現，也普遍被研究者視為是人類最珍貴的資產（Guilford, 

1967)。如何藉由後天的訓練或教育以提升創造力，是近年重要的議題。過去許多研究者相繼投

入此領域，並也累積了相當豐富的成果，並發展出許多著名的創造力訓練方案計畫 (見張雨霖、

陳學志、徐芝君，2010) 。儘管不同訓練方法對個體創造力提升的成效可能有些許差異，但研究

者們普遍仍對創造力的訓練或教學抱持著正面評價。而在台灣，創造力的培育也開始成為教育

研究單位所關注的焦點，教育部於 2003 年所公布的《創造力教育白皮書》，即明確點出創造力

教育的重要性，並於 2002 年至 2008 年間推動創造力教育中程計畫，使得創造力培育逐漸受到

各級學校的重視。 

早期的創造力訓練多著重在創意思考技能與策略的教學，例如：讓個體進行認知思考功能

或歷程的練習、提供個體成套的創造思考技法或教學方案等（張雨霖，2016）。然而，近年來思

考教學的取向，已經從思考技能與策略的教學，轉向心智習性（habits of mind）或傾向（dispositions）

的培養。換言之，教學者除了提供個體基礎的認知技能與策略外，亦須重視其整體創意特質之培

育（林偉文，2011）。要如何有效地藉由優勢力，進而提升新住民子女的學習力呢？根據近期跨

文化與創造力領域的研究，我們認為，多元文化整合以及優勢取向會是一個有效的切入點。 

過去多元文化教育（multicultural education）已在歐美國家發展逾 50 多年，而臺灣地區從

1990 年代開始，至今也已發展 20 多年（譚光鼎、劉美慧、游美惠，2008；劉美慧，2011），並

會實際地影響教育政策與實踐，例如：多元文化教育相關政策、相關學術機構設立與多元文化教

育融入學校課程等（劉美慧，2011）。其教學的目標在於，透過各種正式或非正式的課程層面，

在相關領域科目中融入跨文化、族群的相關議題，藉以澄清教材中對於其他族群的刻板印象甚

至偏見，促進對於族群之間的專重與關懷，進而彌平族群間的衝突與敵意（見 Schachner, Noack, 

Van de Vijver, & Eckstein, 2016）。一些國內研究者也發現，透過這樣的課程，除了能有效培養學

生的多元文化價值觀外，也有助於提升其學習動機和自我實現（錢富美，2011；羅廷瑛，2015）。 

本研究第三年的計畫，即是透過第一年與第二年的發現，進而設計對應的學習課程，以強化

新住民子女的多元文化整合與創造力優勢取向能力。如同陳學志等人一系列的研究發現，多元

文化經驗能為新住民子女帶來穩定的優勢。據此，在本計畫第三年的部分即試圖將此多元文化

整合觀點及創造力優勢取向融入教學課程裡，以多元文化教育的角度切入之。 

近期一些跨文化的研究顯示，多元文化經驗不僅容易培育開放性的人格特質，也會促使個

體形成開放、多元的訊息處理風格，這使得他們能以較開放的態度來處理社會訊息（例如：種

族），並對這些社會類別抱持著彈性、流動的信念（例如：種族增長信念），較不會形成種族刻板

印象或偏見態度（Bonam & Shih, 2009; Shih, Bonam, Sanchez, & Peck, 2007；Tadmor et al., 2012）。

更重要的是，這種開放的心態與訊息處理模式會使得個體在思考上更靈活，並有助創意想法的

產出（Tadmor, Chao, Hong, & Polzer, 2013）。據此，本研究第三年的計畫，發展第一套以多元文

化整合教學課程，培養學生的多元文化觀點，透過創造力之優勢能力，進而提升其學習表現上。 

另一方面，透過對多元文化的探索與學習，可能也有助於個體學習動機、生活滿意度之發

展。Gocłowska 與 Crisp（2014）即指出，若個體能頻繁且正面地接觸其他文化，會讓他們更有

動機去對其他文化進行深入探索，並培養出較寬廣的國際觀和對其他文化的開放態度。綜上述，

透過多元文化創意學習，個體能系統化地去接觸與整合不同文化之觀點(例如：多元文化教學)，

有可能形成較開放的心態，進而增進其創意潛能、動機與心理健康。據此，本研究第三年的計

畫，發展第二套以優勢取向教學課程，將新住民子女的特性與長處來發揮其優勢表現，並將此優

勢能力延伸至其他向度之上，進而提供其學習發展與心理健康。 

然而，截至目前為止，國內關於多元文化教學的研究，多著重於培養學生的多元文化價值

觀，以及提升其學習動機和學業表現上（錢富美，2011；羅廷瑛，2015），僅有零星研究試圖將

多元文化課程則與創造力與予結合，例如，在陳昭儀與李雪苓（2013）的質性研究裡，他們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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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結合多族群（原住民、閩客、新住民子女、外省族群）的小二班級中進行多元文化教育的創意

教學，結果發現，透過實際接觸與學習多元文化的差異性，可激發出學生更多的創意思考與表達

意願。惟此多元文化之教學成果仍須更多的實徵證據支持，據此，第三年的研究五與研究六，即

試圖結合多元文化教育理念與前兩年之研究結果，將多元文化整合觀點與創造力優勢取向融入

中學生課程與教材裡，並檢驗此多元文化課程之成效。 

因適逢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之緣故，學校行政、教學及防疫政策隨時進行調整與配合，

因此在第三年的教學實驗歷程中，研究的目標是發展出兩套多元文化融入教學課程，並檢驗此

教學法對中學生之影響。本研究採取實驗教學（研究四）以及夏令營隊（研究五）的方式進行課

程活動。第一套教學課程為文化整合教學活動融入家政科饗食天下之創意研發課程；第二套教

學課程為創造思考技法融入桌遊教學，以檢驗其文化整合及優勢取向效果是否能擴散至其認知

層面創造力、情意層面創造力、學習動機與生活滿意度之上。 

 

研究目的與架構 

本計畫依序從內在複雜度進行探究，再測量參與者各項內在複雜度的指標（情緒與人格複

雜度），藉此檢驗新住民子女在創造力的優勢是否係透過內在複雜度所中介（研究一）。以此延

續，探討可能影響新住民子女創造力表現之相關的變項，其中包含「涵化程度」（個體對多樣性

經驗的涉入程度）（研究二）與「文化距離」（社會環境本身提供的多樣性經驗）（研究三）。最後，

將多元文化整合與創造力優勢取向的影響範圍延伸至教學實務領域，以發展兩套創意融入式課

程：多元文化整合教學（研究四）、創意優勢表現教學（研究五），檢驗這兩套創意融入課程的成

效，探尋能有效提升新住民子女之教學模式。整體研究架構圖如圖 1 所示。 

 

 

 

圖 1 整體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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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一：內在複雜度在多元文化經驗－創造力之中介效果（第一年） 

一、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與流程 

本研究以台灣地區國中七至九年級之新住民子女學生及本地學生為研究對象，對新住民子

女較多之新北市與台中縣三所國中各抽樣八個班級，共 24 個班級，總抽樣人數為 632 人（參與

者的背景資料詳見表 1 與表 2）：其中臺灣籍的本地子女為 442 人，新住民子女為 190 人（東南

亞新住民 131 人、中國新住民 59 人）。所有參與者被要求在一節課的時間內完成「基本資料問

卷」、「開放式創造力測驗：擴散性思考測驗」、「封閉式創造力測驗：頓悟問題」、「內在複雜度問

卷：情緒與人格複雜度」。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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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族

群、父母教育程度及社經地位等重要資料。父母教育程度分成五個等級，愈高分代表父母教育程

度愈高；父母社經地位係參考黃毅志（2003）建構之「改良版臺灣地區新職業聲望與社經地位量

表」，將參與者之家長職業聲望依標準轉換成五等第社經地位，愈高分代表父母的社經地位愈高。 

2. 開放式創造力：新編創造圖形思考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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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封閉式創造力：頓悟問題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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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內在複雜度：情緒複雜度 

採 Waston、Clark 與 Tellegen（1988）所編製「正/負向情感量表」（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Schedule, PANAS）作為個體情緒測量工具。本量表可分為「正向」與「負向」情感兩個獨立的

向度，每個向度各 10 題，共 20 題。每題包含一種正向或負向的情緒形容詞，以 Likert 五點量

表的方式進行回答，1 分代表「從不如此」，5 分代表「總是如此」。中文版由鄧閔鴻與張素凰

（2006）所編製，其具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Cronbach’s α 為.87~88），在因素分析上亦可有

效區辨出正向與負向情感題項，顯示此中文版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在情緒複雜度的計分上，

依據 Quoidbach 等人（2014）的計算公式（見公式 3）：其中 s 為情緒經驗的總分，pi 為每種情

緒經驗在總分中所佔的比例，先計算出每種情緒的比例後，再進行自然對數的轉換相乘（pi* ln 

pi），由於經自然對數轉換後數值會為負值，因此在將各個情緒的相乘結果相加後須乘上（-1）

將其轉為正值。經過轉換後，相加總分愈高表示個體對於每種情緒的經驗程度愈高，代表其情緒

複雜度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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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情緒複雜度的計算公式 

E=Σ(𝑝𝑖×ln𝑝𝑖)𝑠𝑖=1 

 

5. 內在複雜度：人格複雜度 

本研究將採用「跨文化個性測量量表第二版」（Cross-Cultural （Chinese）Personality 

Assessment Inventory，CPAI-2，Cheung, Leung, Fan, Song, Zhang, & Zhang, 1996）作為人格測量

工具，以此計算人格複雜度之指標。第二版的跨文化個性測量量表以華人特有的人格特質為內

容，共包含有 28 個一般性格量表、12 個臨床量表以及 3 個效度量表，本研究將採用此量表中

的乙表，包含一般性格量表與效度量表，共 341 題，每一個題目各有兩個反應選項，分別為「是」

與「否」，選擇「是」則給 1 分，選擇「否」則給 0 分。研究者透過因素分析發現一般性格量表

包含四個因素，分別為社會領導、可靠性、容納性及人際關係，總共具有 55％的解釋變異量，

一般性格量表與臨床量表中的 Cronbach α 各為.63 與.70。在國內與創造力的相關研究中，發

現一般性格量表中的許多特質皆與大部分的創造行為及創意傾向之間為正相關（陳學志等人，

2008），顯示此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且適合用來作為探討創造力之工具。為了要計算人格

複雜度，將參考 Quoidbach 等人（2014）計算情緒複雜度的做法，進行個性測量後，將個性量

表中的正向題及反向題分開計分（反向題不需反向計分），藉此計算個體在向度兩端的回答狀況，

再套用情緒複雜度的計算公式，計算個體的人格複雜度指數，若是個體在各個體格向度皆有很

高的得分，表示其人格複雜度較高。 

 

二、研究結果 

（一）參與者背景資料分析 

首先比較不同族群在父母親背景變項（學歷、社經地位）與自身成績表現（國文、英文、數

學和理化成績）上的差異，結果顯示（見表 1），在父母親的學歷與社經地位上，在各組間皆有

顯著差異，F (2, 612) = 4.16 ~ 71.32，ps < .05，事後比較顯示，在父母親學歷與社經地位上，東

南亞與中國新住民皆較一般生來的低（ps < .05）；其中在母親學歷上，東南亞也低於中國新住民

（p＝.03）。另一方面，在學業表現上，中國新住民則有較佳的表現，他們在各科目表現上皆顯

著高於東南亞新住民（ps <.05），甚至在國文表現上也較一般生佳（p＝.04），東南亞新住民則在

英文、數學與理化等科目較一般生來的差（ps < .05）。上述結果顯示，相較於東南亞新住民，中

國新住民在背景變項與學業表現上更接近一般生，符合前述的研究結果（謝名娟、謝進昌，2013）。 

 

表 1 本地子女與東南亞、中國新住民子女之背景資料 

 本地子女 東南亞新住民子女 中國新住民子女 

人數 

父親學歷 

母親學歷 

父親社經地位 

母親社經地位 

國文學業表現 

英文學業表現 

數學學業表現 

理化學業表現 

442 

3.11 (0.82) a 

3.20 (0.74) a 

2.56 (1.40) a 

2.11 (1.68) a 

71.47 (17.36) b 

66.89 (25.41) a 

56.61 (28.33) a 

66.21 (21.58) a 

131 

2.63 (1.07) b 

2.24 (1.04) c 

2.02 (1.58) b 

1.33 (1.41) b 

68.51 (21.11) b 

57.57 (26.31) b 

40.94 (27.88) b 

60.85 (23.26) b 

59 

2.81 (0.91) b 

2.70 (0.99) b 

2.08 (1.39) b 

1.60 (1.39) b 

77.34 (14.36) a 

69.18 (22.15) a 

58.96 (27.89) a 

69.90 (23.14) a 

註：表中的數字括號外為平均數，括號內為標準差。各數字上字母顯示各組在同一量尺上的強

度差異；字母相異代表事後比較有顯著差異（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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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內在複雜度對新住民－創造力的影響路徑 

1. 本地子女、東南亞新住民與中國新住民之內在複雜度與創造力表現 

我們首先比較不同族群在內在複雜度與創造力表現的差異，過去研究多顯示，父母的社經

地位與孩童學業表現會對孩童的創造力有顯著的影響（陳學志，2015），據此在後續分析裡，我

們即控制這些背景變項的影響。 

在控制背景變項後，結果顯示（見表 2），在各內在複雜度指標上，各組皆未達顯著差異，

F (2, 612) = 0.05~2.71，ps >.05，但在進行多重 T 檢定後發現，東南亞新住民子女在負向情緒複

雜度上顯著高於一般生（p = .05），中國新住民也有高於一般生的趨勢（p = .07），顯示出這些新

住民子女較常經驗到多種類型的負向情緒。而在創造力的部分，頓悟問題的結果顯示各組具有

顯著差異，F (2, 612) = 37.67，p <.001，事後比較也發現，兩類新住民子女皆顯著高於本地子女

（ps < .05）。擴散性思考作業則在獨創力與精進力兩指標具組間差異，F (2, 612) = 2.94~44.01，

ps < .001，流暢力與變通力則未達顯著，F (2,612) = 0.97~1.71，ps > .05，事後比較發現，中國新

住民在獨創力上顯著高於另外兩族群（ps <.05），在精進力上則顯著高於一般生（p <.001）；東南

亞新住民則在精進力上優於一般生（ps =.02）。這代表兩新住民族群皆在創造力上優於一般生。 

 

表 2 本地子女、東南亞與中國新住民子女之內在複雜度與創造力表現 

 本地子女 東南亞新住民子女 中國新住民子女 

情緒複雜度 

  正向情緒複雜度 

  負向情緒複雜度 

  整體情緒複雜度 

人格複雜度 

 

2.14 (0.21) 

1.85 (0.48) b 

2.71 (0.25) 

2.15 (0.68) 

 

2.13 (0.30) 

1.95 (0.57) a 

2.74 (0.29) 

2.15 (0.82) 

  

2.15 (0.17) 

1.94 (0.46) 

2.73 (0.23) 

2.08 (0.70) 

頓悟問題解決 

流暢力 

變通力 

獨創力 

精進力 

1.03 (1.37) b 

12.37 (5.88) 

8.30 (3.48) 

8.19 (5.75) b 

0.59 (1.48) b 

1.92 (1.97) a 

11.41 (5.78) 

7.82 (3.68)  

7.65 (5.72) b 

2.60 (4.42) a 

2.71 (2.27) a 

12.83 (5.60) 

8.27 (3.08) 

9.92 (7.32) a 

3.71 (6.00) a 

註：表中的數字括號外為平均數，括號內為標準差。各數字上字母顯示各組在同一量尺上的強度

差異；字母相異代表事後比較有顯著差異（p < .05）。 

 

2. 族群類別、內在複雜度與創造力之相關分析 

我們首先針對整體學童的內在複雜度與創造力進行偏相關分析（控制背景變項），結果顯示

（見表 3），負向與整體情緒複雜度與頓悟問題呈正向關聯（ps < .05），對擴散性創造力指標則無

關聯（ps > .05），這也代表情緒複雜度對於孩童的頓悟問題影響效果較強。那麼情緒複雜度較高

的新住民子女，是否會因此在頓悟問題上具有優勢呢。我們以下即針對情緒複雜度的中介效果

進行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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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內在複雜度與創造力之相關表（控制背景變項） 

 頓悟問題 流暢力 變通力 獨創力 精進力 

正向情緒複雜度 

負向情緒複雜度 

整體情緒複雜度 

人格複雜度 

.020 

.122** 

.090* 

.039 

-.034 

-.027 

-.033 

-.063 

-.071 

-.053 

-.068 

-.063 

-.045 

-.050 

-.060 

-.057 

.019 

.086 

.067 

-.035 

註：* p < .05, **p < .01。 

 

3. 情緒複雜度對新住民頓悟問題優勢之中介分析 

在本次中介分析裡，由於個體的種族類別是非連續變項，進行中介分析時需將其轉換為虛

擬變項（dummy variable），以進行兩組新住民子女（虛擬變項＝1）與一般生（虛擬變項＝0）的

比較，據此，共計有兩組虛擬變項：東南亞新住民子女組別（東南亞新住民子女＝1，一般生＝

0）與中國新住民子女組別（中國新住民子女＝1，一般生＝0）。此外，除了使用階層迴歸來檢驗

中介變項對獨變項效果的影響外，亦使用拔靴法（bootstrapping，Preacher & Hayes, 2008）來確

認情緒複雜度對新住民子女－頓悟問題的的間接效果（indirect effect）。 

在中國新住民子女組別的部分，圖 2 顯示中介分析模型中各個路徑的路徑係數和信賴區間。

分析結果表示負向情緒複雜度（間接效果 indirect effect=.02, 95%CI= .0002, .0429）會正向中介中

國新住民在頓悟問題上的優勢。另一方面，整體情緒複雜度則不會對中國新住民子女－頓悟問

題路徑造成影響（間接效果 indirect effect=.01, 95%CI= -.0028, .0396）。綜上述，此結果部分支持

本研究假設，即情緒複雜度在中國新住民子女－頓悟問題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其中負向情緒

複雜度呈現正向的中介路徑，亦即中國新住民子女在頓悟問題上的優勢部分係來自豐富多樣的

負向情緒經驗所致。 

 

 

 

 

 

 

 

 

圖 2 情緒複雜度之中介效果圖（中國新住民組別），負向=負向情緒複雜度 

， †p < .10，*p < .05，**p < .01，。 

 

然而，在東南亞新住民子女組別的部分，則未發現負向情緒複雜度（間接效果 indirect effect 

= .01, 95% CI= -.0052, .0561）與整體情緒複雜度（間接效果 indirect effect=.00, 95% CI= .0143, .0311）

的中介效果。這也代表東南亞新住民子女在頓悟問題上的優勢並非來自其情緒複雜度。 

 

  

b = 0.03 (負向) 

 

b = 0.37+ (負向) 

 
情緒複雜度 

中國新住民子女 頓悟問題 

b = 0.78** (負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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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討論 

過去一系列關於多元文化與創造力的研究皆顯示，兩者間具有高度關聯（e.g., Zeidner et al., 

2012），多元文化者往往會因接觸到許多不一致且衝突的經驗，迫使他們改變自己既有的文化思

維，因而形成更廣闊的心態與多元觀點的思考能力，這樣多元的心態有助個體能打破既有的框

架，產出具有創意的想法或解決複雜的問題。（e.g., Crisp & Turner, 2011）。然而，目前少有研究

針對多元文化－創造力間的心理機制進行探討，據此，本研究即試圖從個體的內在複雜度進行

切入，探討這些自小就開始接受多元文化經驗的個體，是否會因長期的多元文化浸潤，培養出較

多元且複合的內在自我概念，進而有提升創造力的可能性。在第一年的計劃裡，我們首先聚焦在

新住民子女的內在複雜度優勢與其對創造力效果的中介路徑上。 

首先，內在複雜度的結果顯示，新住民子女普遍具有較高的負向情緒複雜度，這代表他們在

日常生活中可能比一般學童接受到更多的負向情緒經驗，較能夠接受多元情緒的存在，並因而

具有較好的心理彈性。在後續的中介分析裡亦發現，中國新住民子女在頓悟問題上的優勢，即是

透過這種開放且具有彈性的心理特質，這也符合我們前面的假設。而東南亞新住民學童儘管未

顯示出同樣的中介效果，然而同樣在負向情緒複雜度與頓悟問題表現上較一般生佳，在本研究

裡也發現兩者間的高度正向關聯，據此，未來若能持續不同族群的新住民子女進行大規模的取

樣，或許能更全面且清楚地瞭解情緒複雜度對於東南亞子女的影響路徑。 

另一方面，本研究也初步發現，內在複雜度指標與不同類型創造力間的關聯，如前述，內在

複雜度是一個多元且新穎的概念，目前也少有研究對兩者進行實徵探討，本研究即透過全台中

學學童樣本的取樣，檢驗這些青少年的內在複雜度與其創造力間的關係。結果顯示，情緒複雜度

與封閉式（closed-ended）的頓悟問題具正向關連，而與開放式（open-ended）的擴散性思考作業

較無關。回顧過去關於情緒與創造力的文獻，這是一個有趣的結果，過去研究多將焦點放在正負

向情緒的強度上，並發現頓悟思考多與正向情緒有正相關，而與負向情緒強度無關（見蔡秉勳、

林緯倫、林烘煜，2013）。然而，本研究卻發現在情緒類型的向度上，反而是多元的負向情緒對

個體的頓悟思考有所幫助，多樣的正向情緒反而對頓悟問題無影響。換言之，對於個體的頓悟思

考能力，情緒經驗的強度與類型效果可能並不相同，此一現象值得研究者持續探討與追蹤。 

整體而言，在第一年的計劃裡，我們初步的探索兩個影響新住民創造力優勢的可能機制（情

緒與人格複雜度），並發現負向情緒複雜度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也發現新住民子女並非一

個族群同質性高的群體，而是有其多元豐富的異質性。這些結果不僅與過去文獻（Maddux et al, 

2009；Tadmor et al, 2013 等）有所呼應，亦能為後續研究奠定良好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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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二：社會經驗多樣性－文化距離對多元文化之探討（第二年） 

一、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與流程 

本研究以台灣地區國中七至九年級之新住民子女學生及本地學生為研究對象，對新住民子

女較多之新北市與苗栗縣三所國中各抽樣八個班級，共 24 個班級，總抽樣人數為 472 人，其中

父母皆為台灣人的本地子女 370 人、新住民子女 102 人(東南亞 49 人、中國 53 人)，新住民子女

意指其家長其中一方以上來自中國或東南亞國家，並在臺灣生活及就學。總施測時間以國中一

節課（45 分鐘）長度進行，所有參與者被要求在一節課的時間內完成「基本資料問卷」、「開放

式創造力測驗：擴散性思考測驗」、「封閉式創造力測驗：頓悟問題」、「內在複雜度問卷：情緒與

人格複雜度」。。由該班級教師依施測指導手冊進行，而每位受試者於每次試後可獲得禮品一份。 

 

（二）研究工具 

1. 基本資料問卷 

本研究調查受試者之背景資料，包括受試者性別、學業成績、父母族群、學歷、職業等基本

資料。其中受試者填寫父母親學歷分成五個等級：1＝國小、2＝國中、3＝高中/職、4＝大學/專

科、5＝研究所以上。父母職業聲望部分參考黃毅志（2003）建構之「改良版台灣地區新職業聲

望與社經地位量表」，將受試者之家長職業聲望依標準轉換成五等第社經地位，最高為 5，最低

為 1。 

 其中客觀文化距離的計算係採前述 Hofstede 研究中心網站，根據新住民子女在父母族群的

作答選項，計算其家庭背景在六個文化指標上的差異值：個體主義對比集體主義（IDV）、男性

化對比女性化（MAS）、長時對比短時取向（LTO）、權力距離（PDI）、對未知的迴避性（UAI）

以及放縱對比約束（IVR），作為衡量不同國家與臺灣的文化差異與價值取向之標準，其公式為 

 

客觀文化距離指標計算公式＝√𝜮(指標𝒊國家𝒂 –指標𝒊國家𝒃)𝟐 

 

實際計算範例如下，在計算印尼（與臺灣）的客觀文化距離時，會先得到兩個國家在六個文

化指標的係數（下列指標前者為印尼分數，後面括號為臺灣分數）：IDV＝14(17)、MAS＝46(45)、

LTO＝62(93)、PDI＝78(58)、UAI＝48(69)、IVR＝38(49)，將這些指標帶入前面公式後，即得到

印尼與臺灣的客觀文化距離指標為 43.97。而同為臺灣文化家庭的一般生在此指標計算則為 0。 

 

2. 「封閉式創造力測驗：頓悟問題」 

本研究沿用並挑選研究一裡 Lin 等人（2012）編制的「頓悟問題作業」，評量參與者的頓悟

問題思考表現。此作業由 8 題「純頓悟問題」（Weisberg，1995）組成，其中 4 題有關語文、4 題

有關圖形，此作業有相當程度的信度（Cronbach’s α = .68），本問卷施測時間一共十六分鐘，平

均每題兩分鐘。在指標計算上以總分的 z 分數作為指標。 

 

3. 「開放式創造力測驗：擴散性思考測驗」、「封閉式創造力測驗：頓悟問題」、「內在複

雜度問卷：情緒與人格複雜度」 

皆同研究一。 

 

  



16 

 

二、研究結果 

（一）參與者背景資料分析 

在背景資料方面，我們比較不同族群學童在父母親背景變項（學歷、職業聲望）與自身成

績表現（國文、英文和數學成績）上的差異，結果發現，在父母親的學歷和職業聲望上，本地

子女都顯著較新住民子女高（t=2.57~6.19，ps <.05；t=2.48~5.18，ps <.05）。然而在學業表現

上，兩族群無顯著差異（ps >.05）。 

進一步將新住民子女區分為中國與東南亞新住民，並與一般生進行變異數分析比較（見表

4），結果發現，在父、母親的學歷部分，各組間皆有顯著差異，F(2, 460）=7.48~16.80，ps <.05，

事後比較顯示，不論是在父、母親的學歷上，一般生皆顯著高於東南亞與中國的新住民子女（ps 

<.05），兩組新住民學童彼此間則皆無差異（ps >.05）。另一方面，在父親與母親職業聲望上，各

組間也皆達顯著差異，F（2, 460）=5.73~6.69，ps <.05，經事後比較發現，母親職業聲望的差異

與父母學歷相似，本地學生皆顯著高於東南亞與中國的學生（ps <.05），兩組新住民學童彼此間

則皆無差異（ps >.05）；然而在父親職業聲望的部分，本地家庭僅高於東南亞新住民（p=.001），

中國新住民則與兩組學童無差異（ps >.05）。上述結果顯示，在父母親的背景變項上，東南亞新

住民子女普遍居於劣勢，中國新住民子女儘管也有類似的趨勢，但在父親職業上與一般生較接

近。這也與研究一的研究結果類似。 

 

表 4  本地子女與東南亞、中國新住民子女之背景資料 

 本地子女 東南亞新住民子女 中國新住民子女 

人數 

父親學歷 

母親學歷 

父親社經地位 

母親社經地位 

國文學業表現 

英文學業表現 

數學學業表現 

370 

3.24(0.83) 

3.26(0.74) 

2.81(1.40) 

2.22(1.69) 

71.81(18.18) 

60.48(25.92) 

59.70(28.75) 
 

49 

2.90(1.09) 

2.77(1.01) 

2.52(1.58) 

1.50(1.38) 

68.29(20.16) 

55.83(26.96) 

54.06(28.28) 
 

53 

2.83(0.91) 

2.72(0.99) 

2.13(1.39) 

1.60(1.39) 

78.01(14.35) 

69.69(22.15) 

58.90(27.89) 
 

註：表中的數字括號外為平均數，括號內為標準差。 

 

在學業表現上，同樣以變異數分析，比較三組在國文、英文、數學科目上的表現，結果發現，

在國文和英文學業上，各組間有顯著差異，F（2, 460）＝3.92~3.98，ps< .05，事後比較顯示，在

國文成績上，中國子女與本地子女兩組間無顯著差異（p=.21），並同樣顯著高於東南亞子女

（ps< .05）；英文成績上三組比較趨勢也類似國文成績，中國子女與本地子女兩組間無顯著差異

（p=.24），並同樣顯著高於東南亞子女（ps< .05）；數學表現部分，各組間則無顯著差異，F（2, 

460）＝0.82，p= .44。上述結果顯示，在學校成績上，新住民較顯現弱勢的部分為語文科目（例

如：國文與英文），而在數理科目上（例如：數學）較無差異。進一步從族群來細分，相較東南

亞學童的學業劣勢，中國學童與一般生的表現則無差異。 

（二）各族群內在複雜度與創造力表現分析 

在創造力表現方面，結果顯示，新住民子女與本地子女在兩類創造力表現上皆無顯著差異，

F(1,467)=0.36~3.58，ps >.05。而在控制背景變項（家庭背景變項：父母親學歷、職業聲望；自身

學業成績）後，新住民子女(M=10.36, SD=7.43)在獨創力上顯著高於本地子女(M=8.68, SD=5.47)，

F(1,431)=5.54，p=.02；在其他創造力指標上則無顯著差異，F(1,431)=0.39~2.50，ps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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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區分了不同新住民的族群後，並在控制背景變項後，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見表 5），在

封閉式的頓悟問題部分，各組間無顯著差異，F(2, 430)=1.04，p= .35。在開放式的擴散性思考作

業部分，三組在獨創力上有顯著差異，F(2, 430)=3.53，p= .049，事後比較發現，中國新住民顯著

高於本地生（p=.04），東南亞新住民則邊際顯著高於本地生（p=.08），兩組新住民間無顯著差異

（p=.63）。而在其他創造力指標上各組間無顯著差異，F(2,610)=0.39~1.40，ps >.05，但在事前比

較上，東南亞新住民在變通力指標邊際顯著高於一般生（p=.09），此外。在各內在複雜度指標上，

各組皆未達顯著差異，F (2, 430) = 0.20~1.05，ps >.05。此結果顯示出兩新住民族群在創造力上

的優勢有所差異，部分支持研究一。 

 

表 5 本地子女、東南亞與中國新住民子女之內在複雜度與創造力表現 

 本地子女 東南亞新住民子女 中國新住民子女 

情緒複雜度 

  正向情緒複雜度 

  負向情緒複雜度 

  整體情緒複雜度 

人格複雜度 

 

2.11 (0.21) 

1.86 (0.48)  

2.71 (0.25) 

2.15 (0.68) 

 

2.15 (0.30) 

1.91 (0.57)  

2.74 (0.29) 

2.15 (0.82) 

 

 2.17 (0.17) 

 1.90 (0.46) 

 2.73 (0.23) 

 2.08 (0.70) 

頓悟問題解決 

流暢力 

變通力 

獨創力 

11.97(5.02) 

8.11(3.01) 

8.59(5.44) 

-0.01(0.04) 
 

12.91(5.94) 

9.02(3.78) 

10.06(7.31) 

-0.06(0.13) 
 

12.92(5.54) 

 8.52(2.97) 

10.14(7.54) 

 0.20(0.13) 
 

 

（三）客觀文化距離、內在複雜度與創造力之關聯 

透過 Hofstede 客觀文化距離的計算公式，最終計算出各國籍新住民族群之文化距離，依照

近－遠數值依序為：印尼（43.97）、中國（55.82）、越南（56.49）、泰國（62.67）、馬來西亞（75.68）、

菲律賓（83.14）。整體而言，東南亞新住民的客觀文化距離（平均文化距離＝64.82）相較中國新

住民（文化距離＝55.82）來的遠，這各結果也與過去國內新住民文獻相呼應（例如，謝名娟與

謝進昌，2013）。 

 在文化距離與內在複雜度的相關分析裡，結果顯示，兩者間無顯著關聯，r=-.10~.03，ps >.05。

另一方面，在文化距離與兩類創造力的相關分析裡，結果顯示，族群的文化距離與開放式創造力

有較為明顯的正向關聯：與流暢力(r= .27, p= .01)及獨創力(r= .27, p= .01)間有顯著正相關，與變

通力也有正向關聯的趨勢(r= .20, p= .06)；與封閉式創造力的關聯則較不明顯，僅具有邊際的正

相關(r= .18, p= .08)。換言之，客觀文化距離與開放式創造力間的關聯程度較高。 

 又，由前述結果可知，新住民在兩類創造力都有較佳的優勢，特別是在開放式創造力上，其

中族群的客觀文化距離可能扮演著重要角色。據此，以下即針對新住民－客觀文化距離－創造

力的中介效果進行檢驗。在本次中介分析裡，我們使用 Hayes 發展的 PROCESS 分析模型（Hayes, 

2017; SPSS macro），以拔靴法（bootstrapping，Preacher & Hayes, 2008）來確認客觀文化距離對

新住民－創造力的的間接效果（indirect effect）。另外，由於個體的種族類別是非連續變項，進行

中介分析時需將其轉換為虛擬變項：「新住民組別」，以進行新住民（虛擬變項＝1）與一般生（虛

擬變項＝0）之比較。同時在本次分析中亦控制所有學生的背景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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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分析結果顯示（見圖 3），客觀文化距離中介了新住民族群對流暢力的優勢效果，在

5000 次的抽樣裡，整體的間接效果(indirect effect)為 2.49，95%信賴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

CI）的值為[0.08，4.92]，此結果即代表此中介路徑成立（CI 值未通過 0）。這也確立客觀文化

距離對於新住民子女流暢力優勢之中介效果，在變通力（CI 值：[-0.01，3.50]）與獨創力（CI 值：

[-0.46，5.43]）並無效果。另一方面，此中介路徑並未展現在封閉式創造力上（CI 值：[-1.87，

5.86]）。上述結果顯示，客觀文化距離對於新住民子女創造力上，主要顯現在開放式創造力上。 

 

 

 

 

 

 

 

圖 3 文化距離對於新住民組別→流暢力之中介分析 

新住民組別為虛擬變項（新住民=1，一般生=0）， 

圖中係數為未標準化之迴歸係數，* p < .05, ** p < .01, ** p < .001。 

 

三、討論 

過去研究多發現多元文化經驗有助於創造力表現（Tadmor et al., 2012），在國內研究也發現

新住民子女多在創造力作業上有較佳的表現（陳學志，2013），但少有研究將新住民族群的文化

距離納入分析，也未有研究同時針對兩類創造力進行探討。在本研究中，我們發現新住民子女的

創意優勢主要集中在開放式創造力表現上，兩類新住民學童在其中的優勢表現也不盡相同，遠

距的東南亞學童在變通力與獨創力上有較佳的趨勢，而近距的中國學童在獨創力上則最具優勢，

他們顯著地高於一般生，顯現出在創意點子上最具獨創性。 

而在將客觀文化距離指數納入分析後，則發現客觀文化距離與開放式創造力間有較高的關

聯，與多數的開放性創造力指標(流暢力與獨創力)有顯著正相關；與封閉式創造力間的關聯則較

小。而在進一步的中介分析裡也發現，新住民子女在流暢力上的優勢，會受到文化距離的中介影

響。換言之，文化距離對於雙文化新住民子女的開放式創造力優勢具有係透過文化間的多樣性

價值觀距離之影響。這也與 Gocłowska 和 Crisp（2014）的「社會經驗多樣性模型」所呼應，只

有在文化距離足夠的時候，個體才會因為兩文化的習俗和特徵差異過高，驅使他們被迫尋求綜

合的解決方案，因而在過程中日漸精製化其問題解決的思考複雜度，有助個人的彈性思考與創

意表現。 

另一方面，儘管中國新住民屬於近距的雙文化學童，但在開放式的獨創力表現上還是較一

般生來的佳，在此提出一個可能的解釋，如前述，中國新住民與本地生在文化上較為接近，尤其

有共通的語言系統，使得他們在語文科目表現上與一般生無差異，甚或在分數上有較佳的趨勢，

額外的中介分析也發現，中國新住民在獨創力的優勢會透過語文科目（國文或英文）表現的中

介，在加入國文變項後，5000 次的抽樣裡，整體的間接效果為 0.12，95%信賴區間的值為[0.01，

0.27]，在加入英文變項後，整體的間接效果為 0.14，95%信賴區間的值為[0.02，0.31]。這也代表

中國新住民在開放性創造力的好表現，可能除了文化距離外，部分也來自於共通語言帶來的優

勢。但仍需後續研究進一步的實徵檢驗。 

整體而言，在第二年的計畫裡，我們初步探索影響新住民子女創造力優勢的可能因素，並發

現家長教養風格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這些結果不僅與過去文獻（Chang 等人，2014；

Mehrinejad, Rajabimoghadam, & Tarsafi, 2015）有所呼應，亦能為後續研究奠定良好的基礎。 

b = -11.97* 

b = 0.24**  b =55.21*** 

新住民組別 流暢力 

文化距離 



19 

 

研究三：社會經驗多樣性－涵化程度對多元文化之探討（第二年） 

一、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與流程 

本研究以台灣地區國中七至九年級之新住民子女學生為研究對象，自臺灣本島北、中、南與

東部新住民子女較多之十所國中，抽樣 187 位新住民學童，其東南亞籍 121 人、中國籍 61 人，

新住民子女意指其家長其中一方以上來自中國或東南亞國家，並在臺灣生活及就學。總施測時

間以國中一節課（45 分鐘）長度進行，所有參與者被要求在一節課的時間內完成「基本資料問

卷」、「開放式創造力測驗：擴散性思考測驗」、「封閉式創造力測驗：遠距聯想測驗」、「情意創造

力測驗：創意自我效能量表」、「內在複雜度問卷：情緒與人格複雜度」、「涵化指數量表」、「生活

滿意度量表」。由該班級教師依施測指導手冊進行，而每位受試者於每次試後可獲得禮品一份。 

 

（二）研究工具 

1. 基本資料問卷 

本研究調查受試者之背景資料，包括受試者性別、學業成績、父母族群、學歷、職業等基本

資料。其中受試者填寫父母親學歷分成五個等級：1＝國小、2＝國中、3＝高中/職、4＝大學/專

科、5＝研究所以上。父母職業聲望部分參考黃毅志（2003）建構之「改良版台灣地區新職業聲

望與社經地位量表」，將受試者之家長職業聲望依標準轉換成五等第社經地位，最高為 5，最低

為 1。在本研究裡亦計算新住民學童的客觀文化距離，計算方式同研究三。 

2. 涵化指數量表： 

改編自 Ward 與 Kennedy（1994）所發展的「涵化指數量表」（Acculturation Index scale），個

體首先需填寫自己的原生文化國家（例如：越南）與主流文化國家（例如：臺灣），接著透過 18

題心理變項的比較（包含了語言、價值觀、宗教等領域），來測量個體各自對其原生文化與主流

文化的認同程度，例如在「價值觀」題項裡，個體需要分別評價自己與兩文化間的相似程度，計

分方式為 7 點量表（1 分為非常不相似，7 分為非常相似）。原生、高主流）、分離（高原生、低

主流）與邊緣化（低原生、低主流）。本量表在不同文化下均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Tadmor et al., 

2012），同時也與其他涵化量表間亦具有穩定正相關（Ward et al., 2011）。 

3. 生活滿意度： 

本量表為 Wu 與 Yao（2006）翻譯 Diener、Emmons、Larsen 及 Griffin（1985）的生活滿意

度量表，共五題，皆為正向題目，測量整體生活滿意程度。採 Likert 式五點量表，1 分代表「非

常不符合」，5 分代表「非常符合」。分數越高者表示對生活滿意度程度愈高。 

Wu 與 Yao（2006）以台灣大學生為樣本，發現在因素結構上具有跨性別的因素不變性。以

往研究也指出此量表具有良好的心理計量特性，和其他幸福感相關測量（如正向與負向情緒、自

尊…等）均具有良好的輻合效度，也是幸福感測量中被廣泛使用的工具之一（Diener et al., 2003）。

本量表在不同文化下均有良好的預測力，如對正向情緒、人際互動、工作表現均呈現正相關；而

對負向情緒、敵意、神經質傾向呈現負相關（Diener et al., 2003）。本量表計分採李特克氏五點量

表，1 分表示「非常不同意」，7 分表示「非常同意」，全部為正向題，分數愈高表示對整體生活

感受愈好。 

信、效度方面，本量表最初由 Diener 等人（1985）以大學生為樣本，檢驗簡易校標關聯效度

之結果顯示此量表與其他 11 個相關量表皆達中等以上的顯著相關，由此可見其具有良好效度。

曾文志（2007）亦以國內大學生為研究對象，所測得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 為.83，表示該量表

具有良好內部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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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封閉式創造力測驗：遠距聯想測驗」 

封閉式的創意問題解決作業取自黃博聖等人（2012） 所編制「中文詞彙遠距聯想測驗」

（Chinese Word Remote Associates Test, CWRAT）中的甲式題本。此測驗根據連結理論（Mednick, 

1962） 以及英文版的遠距連結測驗（Remote Associates Test, RAT, Mednick & Mednick, 1967）編

製而成，作業中共有 25 道試題，每道試題都會提供參與者三個刺激詞，（如「牛頓、蠟、紅色」），

請參與者聯想出一個與三個詞彙皆有關聯的目標詞（答案為「蘋果」），而目標項為合法的雙字詞

或三字詞。計分上以正確答題數計之。 

5. 創意自我效能： 

本研究採用洪素蘋、林珊如（2004）所編製的學生創意自我效能量表，該量表分為創意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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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李克特氏四點符合度

計分。效標關聯效度，與新編創造思考測驗語文部份各分數均達顯著相關。量表的穩定度，各分

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介於 .66~ .82，顯示該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佳。隔兩週後再測信度達 .88

（p<.001）。以評等量尺檢驗效度，發現所有試題的  OUTFIT 介於 0.78~1.14；INFIT 介於

0.79~1.14，顯示所有試題具有等距量尺特性，符合單一向度的假設。 

6. 「開放式創造力測驗：擴散性思考測驗」、與「內在複雜度問卷：情緒與人格複雜度」 

皆同研究一。 

 

二、研究結果 

（一）參與者背景資料分析 

在背景資料方面，我們比較兩新住民族群學童在父母親背景變項（學歷、職業聲望）上的差

異，結果發現，在母親的學歷上，中國新住民子女（M = 2.56, SD = 0.99）顯著較東南亞新住民

子女（M=2.19, SD=0.88）高（p = .015），在父親職業上，中國新住民子女（M=2.07, SD=1.33）

也較東南亞新住民子女（M = 1.72, SD = 1.13）有較高的趨勢（p = .09）。這意味著中國家庭在社

經地位上較東南亞家庭來的佳，與前面的研究結果相符。 

（二）兩族群新住民子女內在複雜度、創造力與涵化指數之差異與關連 

在控制背景變項後，兩族群共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見表 6），東南亞新住民在創意自我效

能（情意層面創造力）中的創意策略顯著高於中國新住民（p=.005），在其他變項上兩者則無顯

著差異（ps > .05）。這顯示出東南亞新住民子女在部分情意創造力表現上優於中國新住民。 

在各變項與涵化指數的偏相關分析裡（控制背景變項），結果顯示（見表 6），新住民學童的

涵化指數與其生活滿意度呈正向關聯（r = 30, p = .03）。在內在複雜度部分，涵化指數則與正向

情緒複雜度顯著正相關（r = 19, p = .04）。最後，在創造力部分，新住民學童自身的涵化分數則

與情意向度的創意自我效能較有關連：其中與創意策略呈顯著正相關（r = 32, p = .03），與抗衡

負面皆呈邊際正相關（r = 26, p = .06）：與認知向度的創造力則皆無相關（ps > .05）。綜上述，可

發現若新住民子女若能成功整合自身雙文化價值，具有良好的涵化取向時，可能較會對其生活

適應（例如：生活滿意度）帶來正向影響，這也符合 Nguyen 和 Benet-Martínez （2013）的研究

結果。同時，在本研究也發現良好的涵化取向與新住民學童的正向情緒複雜度有所關聯，更重要

的是，我們也發現，相較於認知層面的創造力，涵化分數與情意層面的創意自我效能更有關聯，

換言之，當新住民學童更能成功整合自身雙文化時，其對於自身創意的發揮就更具信心與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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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東南亞與中國新住民子女內在複雜度、創造力與涵化指數之相關 

 東南亞新住民 中國新住民 涵化指數相關 

人數 

正向情緒複雜度 

負向情緒複雜度 

整體情緒複雜度 

人格複雜度 

生活滿意度 

流暢力 

變通力 

獨創力 

遠距聯想 

創意策略 

創意成品 

抗衡負面 

文化距離 

涵化指數 

121 

2.15(0.20) 

2.05(0.34) 

2.79(0.22) 

2.12(0.20) 

4.53(1.30) 

10.86(4.66) 

8.09(3.26) 

8.74(5.06) 

11.15(4.93) 

3.08(0.52) 

2.63(0.45) 

2.93(0.52) 

60.89(5.53) 

3.39(0.06) 

61 

2.14(0.18) 

1.89(0.48) 

2.71(0.29) 

2.10(0.18) 

4.57(1.35) 

10.40(4.91) 

7.12(3.16) 

  6.91(5.71) 

10.18(4.40) 

  2.69(0.52) 

  2.58(0.52) 

  2.90(0.52) 

55.82(0.00) 

3.42(0.07) 

r 

.19* 

.11 

.11 

.05 

.30* 

. -.02 

.01 

.07 

.04 

.26
†
 

.20 

.32* 

-.05 

- 

註：表中的數字括號外為平均數，括號內為標準差。†p < .10，* p < .05 

 

據此，我們進一步檢驗涵化程度在新住民學童正向情緒複雜度－情意創造力間的路徑關係，

由前述文獻與結果可知，雙文化者的涵化程度可能扮演著重要角色。據此，以下即針對新住民的

內在複雜度－涵化程度－情意創造力的中介效果進行檢驗。在本次中介分析裡，我們同樣使用

Hayes 發展的 PROCESS 分析模型，以拔靴法來確認涵化程度對正向情緒複雜度－創意自我效能

的的間接效果。同時在本次分析中亦控制所有學生的背景變項。 

 結果顯示，涵化程度並未中介正向情緒複雜度對創意自我效能的的優勢效果，在 5000 次的

抽樣裡：正向情緒複雜度－創意策略的間接效果為 0.06，95% CI= -.0361, .2787；正向情緒複雜

度－抗衡負面的間接效果為 0.13，95% CI= -.0268, .4843，這也代表新住民涵化程度在正向情緒

複雜度－情意創造力的中介路徑不成立（CI 值通過 0）。 

然而，在另一方面，在新住民學童正向情緒複雜度－生活滿意度間的路徑關係上(見圖 4)，

我們發現了涵化程度的間接效果為 0.25，95% CI= .0213, .7089，確立了新住民涵化程度對於其

正向情緒複雜度至生活滿意度的中介效果（CI 值未通過 0）。這也代表新住民學童正向情緒複

雜度對生活滿意度的正向效果，係透過其自身涵化程度的中介。 

 

 

 

 

 

 

圖 4 涵化程度對於正向情緒複雜度→生活滿意度之中介分析 

圖中係數為未標準化之迴歸係數，* p < .05。 

 

  

b = 0.83 

b = 0.42* b =0.60* 

正向情緒複雜度 生活滿意度 

涵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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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討論 

許多過去研究指出，豐富的文化距離能為雙文化者提供一個適合孕育內在複雜度的環境，

在這個環境裡，他們會經驗到許多因文化差異所產生的衝突和挑戰。另一方面，除了文化本身所

蘊涵的多元環境線索外，也需要雙文化者自身能有效投入雙文化身份的整合裡，透過這種正向

的涵化取向發展，個體會在涵化過程中逐漸形塑出良好的生活適應力，同時也有助個體內在複

雜度與創造力的培養。在本研究中，我們發現新住民子女若能有效地整合與認同自身的雙文化

價值觀，亦即高涵化程度時，也會與正向情緒複雜度、生活滿意度與情意向度的創造力有高度的

正向關聯。 

更重要的是，儘管涵化程度並未中介正向情緒複雜度－情意創造力的正向效果，然而仍能

中介正向情緒複雜度對生活滿意度的效果，這也代表新住民子女若能採取良好的涵化方向，有

助於其個體的內在複雜度孕育，進而提升他們的心理與生活適應（如生活滿意度）。這也與Nguyen

與 Benet-Martínez（2013）的觀點相符，高雙文化整合者通常會受到較多的社會支持，以及較佳

的心理與社會文化適應性，特別在心理適應指標上，這些個體通常在自尊、主觀幸福感、生活滿

意度等心理健康指標有明顯的優勢（Mok et al., 2007）。這也代表即使他們常需要處理會引發負

向情緒的衝突事件，但他們也能透過社會支持網絡和良好的生活適應力，來有效排解這些情緒。

據此，這些具有良好涵化取向的雙文化者，會發展出較佳的情緒調適能力以及情緒複雜度是可

預期的。 

故在第三年的計畫中，我們將採用 Schachner 等人（2016）的教學策略來融入課程進行實驗

教學，預期透過強調多元文化知識的課程與提倡平等與包容的教室氛圍融入教學，可以增進新

住民子女的涵化整合取向，藉以豐富其內在複雜度，且結合 Walton 與 Cohen（2007）的社會歸

屬課程概念，來改善新住民子女的在學校中的各種適應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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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四：文化整合教學對中學一般生與新住民子女之影響（第三年） 

依據前兩年的結果顯示，自小就沉浸在多元文化環境的新住民子女，具有更開放的信念與

訊息處理模式，即是透過這樣的開放心態，造就了他們在創造力上的優勢。換言之，多元文化的

體驗，不僅能影響個體的思考模式，也對創意想法的產出有所幫助。據此，研究四進一步以實際

教學介入，探討此文化整合之效果是否能透過課堂學習延伸至中學一般生與新住民子女上。我

們試圖將文化整合融入中學生課程活動與教材裡，並發展出一套多元文化融入教學課程，並檢

驗此教學法對中學生之影響。 

 

一、研究方法 

（一）研究參與者與流程 

本研究參與者為北部某國中之四個八年級班級作為研究對象，共計 92 位，男生 46 位，佔

51%。依實驗設計將之分為兩教學班級：文化整合教學組(45 人)與對照組(47 人)。在文化整合教

學組中，一般生 37 位、新住民子女 6 位；在對照組中，一般生 41 位、新住民子女 4 位。 

在流程上，本教學課程為「文化整合教學活動」融入家政科「饗食天下」之創意研發課程。

本教學研究採用準實驗設計的不等組前後測控制設計。實驗設計共 2 組，分別為「文化整合教

學組」與「一般傳統教學組」。兩教學組皆需進行六週與六個不同主題的家政科課程，課程素材

內容一致，但教學方法有所不同（詳見表 7），文化整合教學組採「文化整合融入教學」，而對照

組則以「一般傳統教學」進行家政科課程。  

於實驗教學前，文化整合教學組班級和控制組班級先施以「各向度創造力測驗」（創造力認

知向度、創造力情意向度）、「生活滿意度」、「學習動機」之前測，接著進行實驗教學，期程共計

八週，每週 90 分鐘。實驗教學結束後，同樣施予「各向度創造力測驗」（創造力認知向度、創造

力情意向度）、「生活滿意度」、「學習動機」之後測，以檢驗兩教學組在各變項的學習成效。此外，

再進一步瞭解參與實驗教學課程對一般生與新住民子女之影響。 

「多元文化教學組」的課程設計主旨主要在達成 Banks 的多元文化教育的五個面向：（一）

學習內容的整合（content integration）：在教學中可使用不同文化背景或生活經驗的例子來解釋

學科中的概念；（二）知識建構的過程（The knowledge construction process）：應協助學生理解在

學習的過程中可能會隱含的一些文化偏見或假定；（三）偏見的清除（prejudice reduction）：透過

教學或活動來協助學生對於不同種族發展正向的態度；（四）教學的公平性（an equity pedagogy）：

應適時針對不同族群學生的學習表現調整教學，以提升他們的學習成效；（五）學校文化的培力

（an empowering school culture）：營造一個正向的學校文化，使來自不同族群的孩子都能得到良

好的發展。本研究選取台北市國中家政科領域八年級自編教材「異國文化」、「異國餐飲」、「創意

義大利麵套餐」、「台灣在地文化、伴手禮」、「台灣夜市美食饗宴」以及「東西創意美食大車拚」

做為實驗融入的單元，藉由不同國際美食文化、台灣夜市美食認識，創意發想新美食文化體驗，

並於烹飪課來實作體驗，享受創意美食，學習基本烹飪技巧。教學架構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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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文化整合教學融入課程之活動架構 

週次 教學單元 
課程融入文化整合教學策略 

文化整合教學組 對照組 

一 前測 
「新編創造思考測驗」、「威廉斯創造力測驗」、 

「創意自我效能量表」、「學習動機」、「生活滿意度」 

二 異國文化 
˙介紹各國文化、服裝。 

˙創意技法：曼陀羅法。 

˙介紹各國文化、服裝。 

三 異國餐飲 
˙介紹各國美食及飲食文化。 

˙創意技法：曼陀羅法。 

˙介紹各國美食及飲食文化。 

四 創意義大利麵套餐 

˙創意烹飪實作:義大利麵、

湯品。 

˙盤飾、各組分享及評比。 

˙曼陀羅法。 

˙創意烹飪實作:義大利麵、

湯品。 

˙盤飾、各組分享及評比。 

五 台灣在地文化、伴手禮 

˙介紹台灣在地美食及夜市

美食文化。 

˙創意技法：奔馳法。 

˙介紹台灣在地美食及夜市

美食文化。 

˙創意技法：奔馳法。 

六 台灣夜市美食饗宴 

˙創意烹飪實作：吐司 PK 春

捲的異饗世界。 

˙創意技法：奔馳法。 

˙創意烹飪實作：吐司 PK 春

捲的異饗世界。 

˙創意技法：奔馳法。 

七 東西創意美食大車拚 
˙饗食大計畫:實作檢討。 

˙創意技法：腦力激盪法。 

˙饗食大計畫:實作檢討。 

˙創意技法：腦力激盪法。 

八 後測 
「新編創造思考測驗」、「威廉斯創造力測驗」、 

「創意自我效能量表」、「學習動機」、「生活滿意度」 

 

（二）研究工具 

1. 認知創造力（創造力認知量表） 

(1) 新編創造思考測驗 

同研究一。 

2. 情意創造力（創造力情意量表） 

(1) 威廉斯創造力測驗 

本研究以威廉斯創造力測驗中的「創造性傾向量表」作為創造力情意之指標。威廉斯

創造力測驗為林幸台、王木榮（1994）修訂自 F. E. Williams 所編製的測驗－威廉斯創造

力測驗（Creativity Assessment Packet）中的三項工具之一。主要是用來測量參與者的創造

性特質與情意態度，測驗的適用對象為國小四年級至高中三年級學生，施測一般沒有時間

限制，約為 20 分鐘左右。本量表共 50 題自陳式問句，參與者依照自己在冒險性、好奇

性、想像力、挑戰性等四個創造性特質的符合程度勾選，分數採 Likert 式三點量表計分，

選答「完成符合」、「部份符合」、「完全不合」分別給 3 分、2 分、1 分，反向題則逆向給

分。最後可將四個向度的分數加總為量表總分，分數越高表示創造傾向越高。題目包含正

向（四十題）、反向（十題）兩種，一共五十題，其中好奇性與想像力各十三題，而冒險

性與挑戰性各十二題，最高分可得 150 分，最低為 50 分。 

信、效度方面，常模樣本依人口及城鄉規模進行分層抽樣，「創造性傾向量表」有效

樣本共 2294 名，內部一致性係數介在.401~.877 之間；重測信度介在.438~.810 之間；評

分者間信度介在.878~.992 之間，以上相關係數皆達.05 顯著水準。同時效度以「陶倫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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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創造思考測驗」為效標，其兩者相關介在.261~.545 之間，以上皆達.05 顯著水準（林幸

台、王木榮，1994）。 

(2) 創意自我效能量表 

同研究三。 

3. 學習動機 

本測驗為劉政宏等人（2010）所編製量表，適用於國小六年級至國中三年級的學生使用的學

習動機量表，以 Likert 式五點量表形式進行，程度由「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向度包含

「價值」、「預期」、「情感」及「執行意志」四個分量表，共 35 題，其中 10 題為反向題。反向題

反向計分後可將四個向度的分數加總為量表總分，分數越高表示學習動機越強。 

其量表在信度方面，其整體內部一致性信度為.79~.92，其中，六年級在四個分量表所有次成

分的 Cronbach’s α 係數介於.77~.91 之間，具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信度；重測信度為.64~.76 之間，

兩者顯示量表具有其穩定性。在效度方面，效標關聯效度介於.43~.78 之間，是以學業成績、學

生自評學習行為及教師評定學習行為做為效標依據，發現此學習動機量表與學習行為具高度正

相關，顯示其是一份適合用來測量學生學習動機個別差異的工具（劉政宏等人，2010）。另以試

探性與驗證性因素分析各題目因素是否符合理論構念，在預試與正式樣本皆如是進行，故藉由

實徵資料來支持量表的理論架構。 

4. 生活滿意度 

同研究三。 

 

二、研究結果 

本研究旨在探討「文化整合教學活動融入家政課程」之創意研發課程，對一般生與新住民子

女在「創造力」、「創造傾向」、「創意自我效能」、「學習動機」與「生活滿意度」之影響。在經過

課程教學後，以實驗組別與學生族群為二個自變數，進行二因子變異數分析。首先檢視二因子的

交互效果，若交互效果顯著則進行單純主要效果分析，檢驗實驗組與對照組之中，一般生與新住

民子女在各個變項的表現是否有顯著差異。 

 

（一）創造力 

在創造力的認知層面，以「新編創造思考測驗」評定，表 8 為實驗組別與族群在創造力之描

述性統計量。以二因子變異數分析實驗組別與族群對創造力的效果，結果發現，不同教學方式在

流暢力沒有主要效果，F (1, 73) = .19，p = .665，ηp
2 = .003。在變通力沒有顯著影響，F (1, 73) 

= .70，p = .406，ηp
2 = .009。在獨創力亦無顯著效果，F (1, 73) = 2.64，p = .109，ηp

2 = .035。 

不過，從不同教學方式在精進力具有顯著效果，F (1, 73) = 6.87，p = .011，ηp
2 = .086。主效

果的描述統計值為實驗組（M = 0.30, SD = 0.60）顯著高於對照組（M = 0.03, SD = 0.15）。不

過，組別與族群在精進力上沒有顯著交互作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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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組別與族群在創造力之描述性統計 

創造力 組別 
一般生 新住民子女 

M (SD) M (SD) 

流暢力 
實驗組 18.39 (6.49) 21.25 (7.80) 

對照組 16.95 (7.77) 20.25 (12.18) 

變通力 
實驗組 11.74 (5.14) 14.00 (6.06) 

對照組 11.00 (5.17) 10.00 (5.48) 

獨創力 
實驗組 15.61 (8.89) 22.25 (13.48) 

對照組 12.79 (7.83) 14.50 (10.85) 

精進力 
實驗組 0.23 (0.56) 0.75 (0.71) 

對照組 0.03 (0.16) 0.00 (0.00) 

註：表中的數字括號外為平均數，括號內為標準差。各數字上字母顯示兩教學組在各表現之分

數差異，字母相異代表兩教學組有顯著差異（p < .05）。 

 

（二）創造傾向 

在創造力的情意層面，以「威廉斯創造力測驗」評定，表 9 為實驗組別與族群在創造傾向之

描述性統計量。以二因子變異數分析實驗組別與族群對創造傾向的效果，結果發現，不同教學方

法對創造傾向沒有顯著效果，F (1, 60) = 2.45，p = .123，ηp
2 = .039。 

 

表 9 組別與族群在創造傾向之描述性統計 

組別 
一般生 新住民子女 

M (SD) M (SD) 

實驗組 8.67 (1.40) 9.31 (1.56) 

對照組 8.67 (1.09) 7.63 (1.48) 

註：表中的數字括號外為平均數，括號內為標準差。各數字上字母顯示兩教學組在各表現之分

數差異，字母相異代表兩教學組有顯著差異（p < .05）。 

 

（三）創意自我效能 

在創造力的情意層面，以「創意自我效能量表」評定，表 10 為實驗組別與族群在創意自我

效能之描述性統計量。以二因子變異數分析實驗組別與族群對創意自我效能的效果，結果發現，

不同的教學方法對創意自我效能有顯著效果，F (1, 63) = 8.02，p = .006，ηp
2 = .113。主效果的描

述統計值為實驗組（M = 8.51, SD = 1.65）顯著高於對照組（M = 8.42, SD = 1.58）。此外，組

別與族群在創意自我效能上有顯著交互作用效果，F (1, 63) = 12.86，p = .001，ηp
2 = .169。交互

作用圖如圖 6。進一步進行單純主要效果檢定，結果如表 10。 

 

表 10 組別與族群在創意自我效能之描述性統計 

組別 
一般生 新住民子女 

M (SD) M (SD) 

實驗組 8.18 (1.53)  10.55 (0.41) a 

對照組 8.62 (1.33)  6.80 (2.77) b 

 



27 

 

 

圖 5 組別與族群在創意自我效能的長條圖 

 

 

圖 6 組別與族群在創意自我效能的交互作用圖 

 

根據表 10 單純主效果分析而言，可經由兩個分析層面來報告結果。首先，從實驗組別中的

一般生與新住民子女的影響來看，對一般生來說，組別沒有顯著單純主效果，F (1, 63) = 1.13，

p = .29，ηp
2 = .018。對新住民子女而言，組別有顯著單純主效果，F (1, 63) = 11.72，p = .001，ηp

2 

= .157。單純主效果的描述統計值為新住民子女（M = 10.55, SD = 0.41）顯著高於一般生（M = 

8.18, SD = 1.53）。表示實驗組接受文化整合教學法，新住民子女在創意自我效能的學習成效優

於一般生。 

其次，從不同實驗組別的新住民子女在創意自我效能的學習成效來看，對接受文化整合教

學的新住民子女來說，透過多元文化整合教學課程，新住民子女的學習與表現顯著優於一般生；

而對接受一般傳統教學的新住民子女來說，其學習表現較一般生低落。換言之，採取多元文化整

合教學的課程設計與實踐，對於新住民子女的學習發展與潛力發揮為適其教育的教育方向。因

此，以新住民子女的優勢能力發展其他向度的學習表現，營造優勢發揮的機會，讓學生表現自己

的長處，發現自己的優勢，應也能產生對自己的正向評價，進而提升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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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習動機 

檢驗組別與族群在學習動機的分析，以「國中小學習動機量表」評定，表 11 為實驗組別與

族群在學習動機之描述性統計量。以二因子變異數分析實驗組別與族群對學習動機的效果，結

果如表 11。結果發現，不同教學方法對學習動機沒有顯著效果，F (1, 59) = 1.26，p = .266，ηp
2 

= .021。 

 

表 11 組別與族群在學習動機之描述性統計 

組別 
一般生 新住民子女 

n M (SD) n M (SD) 

實驗組 26 12.69 (2.51) 3 14.26 (1.06) 

對照組 30 12.67 (2.19) 4 12.23 (0.67) 

註：表中的數字括號外為平均數，括號內為標準差。各數字上字母顯示兩教學組在各表現之分

數差異，字母相異代表兩教學組有顯著差異（p < .05）。 

 

（五）生活滿意度 

檢驗組別與族群在生活滿意度的分析，以「生活滿意度量表」評定，表 12 為實驗組別與族

群在生活滿意度之描述性統計量。以二因子變異數分析實驗組別與族群對生活滿意度的效果。

結果發現，不同教學方法對生活滿意度沒有顯著效果，F (1, 68) = .029，p = .866，ηp
2 = .000。 

 

表 12 組別與族群在生活滿意度之描述性統計 

組別 
一般生 新住民子女 

n M (SD) n M (SD) 

實驗組 28 4.30 (1.97) 3 5.80 (1.59) 

對照組 37 4.58 (1.36) 4 5.30 (1.15) 

註：表中的數字括號外為平均數，括號內為標準差。各數字上字母顯示兩教學組在各表現之分

數差異，字母相異代表兩教學組有顯著差異（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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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討論 

本研究依據前兩年的研究發現，進而發展與設計能提升新住民子女文化整合的學習課程，

以提升中學生新住民子女的多元文化刺激與文化整合之學習能力。據此，本研究設計一套課程

融入文化整合教學策略，以創意技法曼陀羅法、奔馳法、腦力激盪法等，透過家政課程融入各

國與在地文化、特殊服飾、飲食文化等內涵，進行創意發想、創新美食之文化體驗，並加以實

作學習。本透過結果與分析發現，實驗組相較於對照組，透過六週的文化整合教學活動融入家

政科饗食天下之創意研發課程，不僅能讓學生培育出較開放的心態與多元文化觀，同時也能有

效促進其創造力的表現，此研究結果與本研究預期一致。 

首先，根據創造力、創造傾向、創意自我效能、學習動機與生活滿意度的學習表現而言，文

化整合教學組的學生中，新住民子女在認知創造力（流暢力、變通力、獨創力、精進力）的學習

上，學習表現普遍優於一般生。雖然在流暢力、變通力、獨創力部分，組別與族群沒有顯著效果，

對精進力是具有顯著成效，不過沒有顯著的交互作用。在情意創造力（威廉斯創造力）、學習動

機與生活滿意度的學習上，學習表現依舊普遍優於一般生，但在組別與族群之間沒有顯著效果。 

然而，上述提到的相關能力在組別與族群之間沒有顯著效果，但從創造力的情意層面（創意

自我效能）之中，不同教學方法對創意自我效能有顯著成效以外，與族群之間也具有顯著交互作

用，結果顯示新住民子女接受實驗教學活動後，在創意自我效能的學習成效顯著高於一般生。此

外，接受文化整合教學的新住民子女，透過多元文化整合教學課程，其學習與表現顯著優於一般

生；而對接受一般傳統教學的新住民子女來說，其學習表現較一般生低落。顯示出新住民子女接

受多元文化整合教學的課程設計與實踐，對於其學習發展、學習經驗等正面特質與潛力上，能夠

創造出更多正面的創造力與情意表現。因此，多元文化整合的適性教學方式，有助於發展新住民

子女之自我潛能，得以自我實現。 

Bandura 的自我效能感理論有具體的提到，高度的自我效能感是創造性作品，或是在新知識

發現的一個必要條件（林碧芳、邱皓政，2008），因此在創造力的實踐中，創意自我效能扮演重

要的角色。再者，Sue、Jackson、Rasheed 與 Rasheed（2016）主張多元文化經驗的傳承，並指出，

若是能將多元文化的精隨融入學科中，在長時間的薰陶下，學生能因此降低偏見，開闊視野，且

更能接納不同族群文化背景與傳統。在國內，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教育部，2013）中

強調『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的重要性，期許教師培養學生具備自我文化認同，尊重與欣賞多元文

化，積極關心全球議題與國際情勢，且能順應時代脈動與社會需要，發展國際理解、多元文化價

值觀與世界和平的胸懷；並期許學生具備敏覺和接納多元文化的素養，關心本土時事與國際事

務，尊重與欣賞文化差異性』。 

整體而言，本研究結果證明「文化整合教學活動融入家政課程」的學習成效，不僅能讓學生

在透過活動增進多元文化學習刺激與體驗，學習使用不同文化觀點或角度來處理訊息、解決問

題。更值得一提的是，關於研究樣本的限制：在實施實驗教學之前，依照研究倫理程序尋求研究

對象的知情同意，並以同意施測的班級為單位進行施測，其中班級內需包含一般生與新住民子

女，因此在找尋研究對象時相當不易，再加上班級中的新住民子女的人數較少，可能亦影響到研

究結果的分析之層面，但從結果分析可見，雖新住民子女的人數不多，但在各能力表現上，得分

普遍高於一般生，在新住民子女的優勢能力的表現趨勢來看，新住民子女藉由多元文化整合的

教學設計與學習刺激，能夠有助於其在創意潛能與多元文化特質的發展。這也代表「文化整合教

學活動融入家政課程」後，學生不僅能學習額外的技能以外，亦能顧及學生在各能力學習的表

現，並加深對於創意的興趣與動機。此一結果有助於未來多元文化整合教學方案之推行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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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五：優勢取向教學對中學一般生與新住民子女之影響（第三年） 

從本計畫前兩年的研究結果發現相較於一般學生，新住民子女更具有較高程度的開放性人

格以及種族增長觀，同時具有較低的認知閉鎖性，代表他們對於事物的思考比較有彈性、能變

動，不會馬上下定論，這些特性都對創造力有中介的效果，造就了他們在創造力上的優勢。結合

現在適性教育（adaptive education）的觀點，如何讓新住民子女聚焦在自己的長處來發揮優勢，

並將優勢擴散到其他的向度之上成為一個重要的議題。 

本研究的目標是發展一套優勢取向教學，以實際教學介入探討此種優勢取向教學對於一般

生與新住民子女之影響。因此，本研究選用桌上遊戲作為教學媒材，因為桌遊本身兼具教育性與

娛樂性，能提供發揮創造力與想像力的空間，並激發高層次思考，能與創造思考教學互補，對於

提升創造力與問題解決能力有加乘效果（吳淑琴，2001；吳鴻鑫，2015；黃若綺，2015）。除了

採用桌遊作為教學媒材外，本研究同時將創造思考技法融入桌遊教學，檢驗新住民子女經過具

有創意優勢取向教學的課程後，是否更能發揮優勢，展現出高於一般生的創造力學習效果，並檢

驗其優勢取向效果是否能擴散至其學習動機與生活滿意度之上。 

 

一、研究方法 

（一）研究參與者與流程 

本研究參與者為北部三所國中七年級至九年級學生，共計 58 人，男生 34 人，佔 53%。參

與者依據族群身份分為一般生組（36 人）與新住民子女組（22 人），兩組皆為自願參加研究者所

開設之創意桌遊課程之學生，經家長同意後參與本研究。 

兩組學生皆需進行五週創造思考教學融入桌遊的課程，課程素材內容一致。於實驗教學前，

兩組學生先施以「各向度創造力測驗」（創造力認知向度、創造力情意向度）、「生活滿意度」、「學

習動機」之前測，接著進行實驗教學，期程共計五週，每週 45 分鐘。實驗教學結束後，同樣施

予「各向度創造力測驗」、「生活滿意度」、「學習動機」之後測，用以比較創造力的增進情形。 

（二）教學設計 

1. 教學材料 

在八種不同類型的桌遊中，「抽象類桌遊」因為有較低的遊戲主題性、遊戲限制與束縛，

不會干擾進行學生聯想與創造，能給學生發揮想像力的空間，天馬行空地激發創造力與問題解

決能力，故本研究所選用的桌遊皆為抽象類桌遊，分別是：故事骰（Rory's Story Cubes）、估估

劃劃（Alias）、說書人（Dixit）等三款桌遊，桌遊的原始遊戲規則請見表 13。 

 

表 13 桌遊遊戲規則說明 

桌遊名稱 遊戲規則 計分方式 

故事骰（Rory’s 

Stoty Cubes） 

遊戲內含九個骰子，骰子的六個不同

的面上都有一個圖案，能作為媒材讓

玩家進行聯想、組合，同一個圖形亦

有不同的意義，讓玩家能發揮創造

力，說出一個獨創的故事。 

 無固定計分方式 

妙語說書人

（Dixit） 

具有藝術的元素，玩家需運用直覺與

第六感猜出說書人暗示下所出的牌

卡，同時也要避開其他人出的陷阱

卡，以獲得分數。 

1. 如果所有人都猜對/猜錯說書人的牌： 

（1）說書人：0 分 

（2）其他人：2 分 

2. 至少有一個人猜對說書人的牌： 

（1）說書人: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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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猜對的人:3 分 

（3）出的卡片被猜到的玩家:1 分/人 

3. 最先獲得 30 分的玩家獲勝 

估估劃劃 

（Alias） 

各組輪流派人上台擔任描述者，在限

定的時間內盡可能的依規定描述卡牌

上的詞語，讓同組的組員猜題。 

1. 答對一個語詞得 1 分。 

2. 犯錯或是略過詞語扣 1 分。 

3. 最先達到終點的組別獲勝。 

 

2. 教學方法 

除了瞭解創造力的核心概念外，本研究另依據適合的桌遊來進行創造思考融入的教學。本

研究採用的創造思考技法包含：分合法、腦力激盪法與曼陀羅法三種技法，詳細的教學流程及

課程架構請見表 14。 

 

表 14 課程實施架構 

課程目標 教學流程 

（第 1-2 週） 

1. 認識好故事應有的元素。 

2. 了解桌遊「故事骰」的遊戲規

則，並發揮想像力與創意，產出

一個完整的故事。 

（第 1 週教學流程） 

1. 認識好故事的基本元素與故事骰的遊戲規則 

2. 介紹分合法的核心精神與原則，並讓學生進行簡易的練習。 

3. 將學生分成三組，每組發下一組故事骰，讓學生將骰出的九

個圖形依序畫在學習單的九宮格裡。 

4. 運用分合法進行強迫連結，發揮想像力與創造力，按照圖形

的順序串起故事內容，寫成一篇獨特的故事。 

（第 2 週教學流程） 

1. 複習故事的基本元素與故事骰的遊戲規則。 

2. 複習分合法的核心精神與使用時機：使用便條紙，讓學生兩

兩一組，進行思考，畫出強迫思考的結果。 

3. 完成將上週未完成的學習單。 

4. 上台分享並互相回饋。 

（第 3-4 週） 

1. 了解桌遊「說書人」的遊戲規

則，能完整參與遊戲的過程與計

分。 

2. 能將事物進行聯想，刺激新想法

以激發想像力與創造力。 

（第 3 週教學流程） 

1. 介紹說書人的遊戲規則與計分方式。 

2. 將學生分成四組，並分別進行試玩。 

3. 發下學習單，並介紹曼陀羅法的概念、核心精神與使用方

式，包含放射狀思考與虛、實概念等，並進行簡易的虛實轉

換練習。 

（第 4 週教學流程） 

1. 複習曼陀羅法的核心精神與使用方式。 

2. 複習說書人的遊戲規則。 

3. 將學生分成四組，指導進行曼陀羅法融入說書人的遊戲規

則，每張卡片皆以「實轉虛」的方法進行水平聯想，讓其他

玩家猜測，並將聯想寫在學習單上，其餘的遊戲規則與計分

方式照舊。（分組需與上週不同） 

4. 教師在各組巡視與引導。 

5. 計分與獎勵。 

（第 5 週） （第 5 週教學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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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了解桌遊「估估劃劃」的遊戲規

則，能完整參與遊戲的過程與計

分。 

2. 能與同組組員共同擬出面對問題

情境的最佳因應策略，以獲得遊

戲的勝利。 

1. 介紹桌遊「估估劃劃」的遊戲規則與計分方式。 

2. 將學生分成五組，並進行第一輪的遊戲競賽。 

3. 引起動機：「團隊合作解決問題的重要性」。 

4. 介紹腦力激盪法的核心精神、操作流程與原則。 

5. 引導使用腦力激盪法進行小組討論，共擬最佳猜題策略。 

6. 進行第二輪的遊戲競賽，請各組嘗試使用剛剛所討論的策

略。 

7. 遊戲結束，教師統計分數與頒獎，引導學生完成學習單。 

 

（三）研究工具 

1. 陶倫斯創造思考測驗圖形版 

本測驗係由李乙明（2006）參考 Torrance、O.E.Ball 和 H.T.Safter 於 1992 年所編製的陶倫

斯創造思考測驗圖形版（Torrance Tests of Creative Thinking, TTCT）所修訂，共有甲、乙兩個副

本，可交替使用。適用對象從小學一年級到高三，旨在藉由畫圖的方式評量學生的創造力表現，

每個副本都有三個活動設計，每一個活動設計都包含一個或數個模糊曖昧的圖形，請參與者根

據圖形畫出一個圖案或故事，並取一個名字或是下一個標題，藉以評估參與者的流暢、開放、精

密、獨創等四種創造性特質。每一個活動 10 分鐘，測驗共進行 30 分鐘。測驗後依據指導手冊

的計分指標，可計算出不同指標的得分分數，並參照常模轉換為標準分數（M = 100；SD = 20），

除了可進行年級內的對照之外，也可以提供跨年級組間的比較，分數越高表示創造力表現越好。 

信、效度方面，以全臺灣北、中、南、東四區抽取國小、國中、高中共 1092 人建立常模。

測驗評分者間信度介於.911~.991 之間，相隔六週進行重測信度，信度係數介於.401~.724 之間，

複本信度則介於.598~.951 之間，均達顯著水準，顯示本測驗具有良好信度。本測驗並以「威廉

斯創造力測驗」的「創造性思考活動」建立效標關連效度，係數介於.574~.877 之間；甲式、乙

式各項得分的內部相關介於.597~.812 之間，皆達顯著水準，由此可知本測驗同時也具有良好效

度（李乙明，2006）。 

2. 威廉斯創造傾向量表 

同研究四。 

3. 學習動機量表 

同研究四。 

4. 生活滿意度量表 

同研究四。  

 

二、研究結果 

本研究旨在探討「創意優勢取向教學」應用於國中生的創造思考課程，對一般生與新住民子

女在「創造思考」、「創造傾向」、「學習動機」及「生活滿意度」之影響。在經過課程教學後，以

教學前測的分數作為共變量，教學結束後進行的後測分數為依變項，進行單因子共變數分析

（ANCOVA），檢驗一般生組與新住民子女組在排除共變量的影響後，在各個變項的表現是否有

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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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陶倫斯創造思考 

 以 ANCOVA 分析創意思考教學對一般生與新住民子女在創造思考四個分量表的效果，結果

如表 15。結果顯示在控制前測對後測的影響後，一般生與新住民子女的「流暢性」（F（1, 53）

= 2.634，p = .111）與「獨創性」（F（1, 53）= 0.163，p = .688）沒有顯著的差別；而「精密性」

（F（1, 53）= 7.270，p = .009）與「開放性」（F（1, 53）= 7.038，p = .011）則具有顯著差異，

表示經過創意思考教學後不同族群學生的創造力表現會有所不同。透過上述的檢定結果，顯示

新住民子女在經過創意思考教學後，其創造力中的精密性（調整後平均數為 57.02 分）會顯著的

低於一般生（調整後平均數為 65.27 分）；但創造力中的開放性（調整後平均數為 64.26 分）則

會顯著的優於一般生（調整後平均數為 54.85 分） 

 

表 15 一般生組與新住民子女組在陶倫斯創造思考之共變數分析表 

分量表 組別 調整後平均數 F p 

流暢性 一般生 100.96 2.634 .111 

 新住民子女 110.33   

獨創性 一般生  98.66 0.163 .688 

 新住民子女 100.56   

精密性 一般生  65.27 7.270 .009 

 新住民子女  57.02   

開放性 一般生  54.85 7.038 .011 

 新住民子女  64.26   

 

（二）威廉斯創造傾向 

以 ANCOVA 分析創意思考教學對一般生與新住民子女在創造傾向的效果，此外，由於新住

民子女母親的教育程度較低於一般生（新住民母親教育程度超過 50%為國中以下；而一般生母

親教育程度超過 70%為高中以上），因此後續自陳式問卷的分析，另加入學生的母親學歷作為控

制變項。結果顯示在控制前測對後測的影響後，一般生與新住民子女的創造傾向（F（1, 21）= .618，

p = .441）沒有顯著的差別。表示新住民子女在經過創意思考教學後，其創造傾向（調整後平均

數為 105.69 分）與一般生沒有差異（調整後平均數為 108.95 分）；然而新住民子女本身的創造

傾向在經過課程後是有顯著進步的（F（1, 16）= 4.687，p = .046）。 

（三）學習動機 

以 ANCOVA 分析創意思考教學對一般生與新住民子女在學習動機的效果，另加入學生的母

親學歷作為控制變項。結果顯示在控制前測對後測的影響後，一般生與新住民子女的學習動機

（F（1, 21）= 4.333，p = .050）僅達邊際顯著。表示新住民子女在經過創意思考教學後，其學習

動機（調整後平均數為 3.83 分）與一般生沒有差異（調整後平均數為 4.25 分），但一般生的學

習動機進步幅度較高。 

（四）生活滿意度 

以 ANCOVA 分析創意思考教學對一般生與新住民子女在生活滿意度的效果，另加入學生的

母親學歷作為控制變項。結果顯示在控制前測對後測的影響後，一般生與新住民子女的生活滿

意度（F（1, 21）= 4.488，p = .046）具有顯著差異。表示新住民子女在經過創意思考教學後，其

生活滿意度（調整後平均數為 4.87 分）顯著的高於一般生（調整後平均數為 3.6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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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討論 

本研究是依據第一年與第二年的發現，進而設計能促進新住民子女創意優勢的學習課程，

以強化中學生新住民子女的創造力優勢。據此本研究設計一套結合桌遊與創造思考教學課程，

採用概念融入取向的理念進行課程設計，將創造思考教學融入至桌遊課中，藉由桌遊作為教學

媒材，指導學生有技巧、有方法地玩桌遊，激發大量新奇有趣想法的創意聯想，以引起學生的學

習動機並深化創造思考技法的學習，並期望新住民子女能將此優勢擴散至其學習及生活適應。 

首先，針對經過課程學習後的創造力表現分析顯示，新住民子女在經過創意思考教學後，其

創造力思考中的開放性會顯著的優於一般生，這與過去研究發現的結果相符合。過去的研究發

現新住民具有較高的「開放性人格特質」、「種族增長觀」與較低的「認知閉鎖性」（陳學志，2013；

2016），過去中介分析的結果也顯示，即是這樣的開放心態促使新住民子女在創造力表現的優勢。

因此當新住民子女在課程中擁有更多展現其創造力的機會，並藉由融入創意思考打破原本桌遊

規則的框架後，可能促使新住民子女能展現更多的開放性。而精進性方面則是一般生的表現較

佳，由於精進性涉及美術及繪畫能力，並非新住民子女的優勢所在，所以無法獲得與一般生同樣

的成長。 

而創造力傾向的分析結果顯示，新住民子女本身的創造力傾向在經過課程學習後也有顯著

的進步，雖然並未顯著的高於一般生，但課程能夠有效提升整體學生的創造力傾向，顯示配合兼

具教育性及娛樂性的桌遊作為教材，可以讓學生對於創造力的應用更有動力，展現出更多創造

力傾向。 

然而，在學習動機方面，新住民子女經過課程學習後學習動機並沒有顯著的提升，甚至有低

於一般學生的現象，但從兩個族群內部學習前與學習後的分數比較，可以發現這樣的差異主要

來自於一般生在經過學習後學習動機有成長的趨勢（由 3.63 分提升至 4.09 分，p > .05），而新住

民則沒有明顯的變化（由 3.77 分略微提升至 3.82 分，p > .05）。顯示此種創意思考課程可能會讓

一般生感覺到更多樂趣或放鬆的時間，因而提升他們的學業學習動機，但對新住民子女較沒有

這樣的效果。 

最後，新住民子女的生活滿意度在經過課程學習後，顯著的高於一般生，顯示雖然過去研究

多發現新住民常常經歷到生活上的困境，而有生活適應、社會歧視與就業問題。然而經過本研究

的優勢取向教學後，透過課程讓新住民子女得以展現創造力並從中獲得樂趣與成就感後，可能

產生將創造力優勢延伸至其他劣勢領域而改善其生活適應的效果。 

整體而言，在第三年的計畫裡，我們整合前兩年的研究發現，設計出一套能促使新住民子女

發揮創意優勢的課程，並發現透過課程學習後可以有效提升新住民子女部分的創造力表現，甚

至能使其獲得比一般生更高的生活滿意度。研究結果符合優勢中心教學的觀點，藉由課程設計

營造讓學生發揮優勢的機會，使學生能表現自己的長處，發現自己的優勢，進而產生對自己或生

活狀態的正向評價（王玉珍、田秀蘭、朱惠瓊、葉寶玲，2011；Smith, 2006；Wong, 2006）。據

此，未來若能探討各個族群或學生類型在不同領域的優勢向度，更進一步地去檢驗不同族群在

對應其優勢的教學課程中是否能產生更好的學習效果，持續發展優勢導向教育，讓學生能正確

認知自己的優勢，並勇於面對自己的學習困境，再設計符應其優勢的個別化學習，即能讓學生能

藉由優勢能力的發揮帶動其他向度的學習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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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討論 

國內關於多元文化經驗對新住民子女創造力的正向效果，至今已經累積了相當豐富的研究

成果，然而，此現象的內在心理機制仍有待探索。據此，本計畫即整合近期多元文化領域之理

論與文獻，針對個人層次和環境層次的兩文化因素同時進行探討，試圖以更完整的角度解釋新

住民子女之創意特性與內在運作歷程。同時亦透過全面性創意元素之探討，以期能更完整勾勒

出新住民子女之真實創意優勢效果及其內含的心理機制。最後，本計畫亦試圖將前述研究成果

實際應用在教學場域上，希冀將多元文化觀點導入教學中，設計出適切的多元文化整合、創造

力優勢教學，以探尋能有效提升新住民子女之適性教學模式。 

在第一年計畫裡（研究一），我們首先聚焦在新住民子女的內在複雜度優勢與其對創造力效

果的中介路徑上，結果顯示，新住民子女普遍具有較高的情緒複雜度，特別是在負向情緒複雜度

上，這代表他們在日常生活中可能比一般學童接受到更多的負向情緒經驗，較能夠接受多元情

緒的存在，並因而具有較好的心理彈性。而在區分不同族群的新住民學童後發現，只有中國新住

民子女會透過這種開放且具有彈性的心理特質，中介其在封閉式創造力上的優勢（東南亞新住

民子女則無此中介）。 

 而在第二年計畫裡（研究二與研究三），我們將 Gocłowska 與 Crisp（2014）的「社會經驗多

樣性模型」納入探討，檢驗環境層次的「文化距離」（兩文化的實際價值觀差異）與「涵化程度」

（新住民子女對兩文化的整合與認同程度）對於新住民子女在創造力上的影響。首先，研究二的

結果顯示，相較於封閉式創造力，文化距離與開放式創造力間有較高的正向關聯。而在進一步的

中介分析裡也發現，新住民子女在流暢力上的優勢，會受到文化距離的中介影響。換言之，當新

住民子女自身的文化距離越遠時（例如：來自東南亞國籍的新住民子女），越有可能透過文化間

的多樣性價值觀距離之影響，因而促成其在開放式創造力上的優勢。這也與 Gocłowska 和 Crisp

（2014）的「社會經驗多樣性模型」所呼應，只有在文化距離足夠的時候，個體才會因為兩文化

的習俗和特徵差異過高，驅使他們被迫尋求綜合的解決方案，因而在過程中日漸精製化其問題

解決的思考複雜度，並有助個人的開放式創造力表現。 

 研究三則將焦點著重在新住民子女自身的雙文化身份整合，亦即「涵化程度」上。結果顯示，

新住民子女的「涵化程度」不僅與自身的內在複雜度（正向情緒複雜度）與生活適應表現（生活

滿意度）有正向關聯，同時也與情意向度的創造力（創意自我效能）呈正相關。儘管「涵化程度」

並未中介新住民子女在正向情緒複雜度與情意創造力的正向效果，然而仍能中介正向情緒複雜

度對生活滿意度的效果，這也代表新住民子女若能採取良好的涵化方向，有助於其個體的內在

複雜度孕育，進而提升他們的心理與生活適應（如生活滿意度）。綜上述，我們不僅發現，這些

具有良好涵化取向的新住民子女，除了可能會展現出較佳的情緒複雜度與生活適應能力外，同

時也有助自身創意表現的自我信念或期待。 

 第三年計畫（研究四與研究五），則將新住民子女所具備的「多元文化觀點」與「創造力優

勢」來做為兩套適性教學的概念基礎，冀望透過這些適性教學，拉抬其弱勢的學業與生活適應

度。是以研究四即將多元文化觀點融入六週的中學生家政課程與教材裡，並發展出一套多元文

化融入教學的「多元文化整合教學課程」，結果發現，實驗組的新住民子女在情意層面的創造力

（創意自我效能）顯著高於一般生；反之，接受一般傳統教學的新住民子女，在創意自我效能卻

有低於一般生的趨勢。顯示新住民子女透過非傳統的多元文化課程後，不僅能夠創造出更多情

意創造力的表現外，在科目的學習動機上亦無落後的現象。此一結果不僅有助於未來多元文化

教學方案之推廣，亦能有效呼應過去多元文化經驗對個體創造力訓練之正向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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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五則是將優勢中心理論作為基礎，將創造思考技法融入桌遊教學，設計一套具有「創意

優勢取向教學」的課程，結果顯示，透過課程學習後，除了可以有效提升新住民子女的情意創造

力表現（創意傾向與開放性人格特質）外，甚至能使其獲得比一般生更高的生活滿意度。綜言

之，此一結果不僅符合優勢中心教學的觀點，藉由課程設計營造讓學生發揮優勢的機會，使學生

能表現自己的長處，發現自己的優勢，進而產生對自己或生活狀態的正向評價，亦能有助於 

未來優勢適性教學方案之推廣。 

 整體而言，本計畫系列研究自個人至環境層面，更進一步地檢驗新住民的特性與其創意優

勢之內在機制，結果顯示，新住民子女整體而言具有較高的負面情緒複雜度，這代表他們能較能

夠接受多元情緒的存在，並因而具有較好的心理彈性。特別是中國新住民子女，即能透過負面情

緒複雜度進而促成其在封閉式創造力上的優勢。另一方面，我們也發現環境層次的「文化距離」

與「涵化程度」亦會對新住民子女的創造力產生正向影響，這也與 Gocłowska 和 Crisp（2014）

的「社會經驗多樣性模型」所呼應，只有在只有當個體實際涉入雙文化身分裡並與他人產生互

動，才能實質體驗到價值觀的衝突，驅使他們被迫尋求綜合的解決方案，因而在過程中日漸精製

化其問題解決的思考複雜度，有助個人的彈性思考與創意表現：其中「文化距離」與開放式創造

力較有關連，甚至能中介新住民在開放式創造力的優勢，這也意味著與台灣文化距離越遠的新

住民學童（例如：東南亞新住民），在開放式創造力上越會受到此正向影響；「涵化程度」則與

新住民學童的情緒複雜度、生活滿意度與情意創造力較有關聯，新住民學童也能透過「涵化程

度」而有較佳的生活滿意度，這也顯示新住民學童若能有效投入雙文化身份的整合裡，透過這種

正向的涵化取向發展，在涵化過程中逐漸形塑出良好的生活適應力，同時也有助個體內在複雜

度與創造力的培養。 

最後，本計畫結合了上述多元文化結果與優勢適性教學的理論，將研究成果實際代入教育現

場應用上，針對新住民族群設計適性教學課程，讓這些學童能夠有發揮其多元文化觀點與創造

力的舞台，也就是說，讓新住民子女藉由課程進行與活動表現，能看見自己的優勢，且給予適切

表現的機會，讓他們能覺知自已的多元文化觀與創造力優勢，進而提升其自我效能，改善他們的

學業表現及生活適應。結果也顯示了這些適性教學課程確實能對新住民子女的弱勢，例如：生活

滿意度（生活適應指標）帶來助益。據此，未來若能更全面地探討新住民族群在不同領域的優勢

向度，並更進一步地去發展不同族群在對應其優勢的教學課程中是否能產生更好的學習效果，

持續發展優勢導向教育，讓學生能正確認知自己的優勢，並勇於面對自己的學習困境，再設計符

應其優勢的個別化學習，即能讓學生能藉由優勢能力的發揮帶動其他向度的學習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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