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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結果與討論

本章的主要內容在於呈現教學實驗之結果，全章共分為下列五小

節：第一節為創造思考教學模組對體育師資生創造思考能力之影響；第

二節為創造思考教學模組對體育師資生創造性傾向之影響；第三節為體

育師資生對創造思考教學模組之學習知覺反應；第四節為研究參與者在

創造思考教學模組介入過程中的轉化發展情形；第五節為研究者省思。

第一節 創造思考教學模組對體育師資生
創造思考能力之影響

本節之主要目的在於分析創造思考教學模組的實施是否具有提高

學生創造思考能力的效果。本研究之創造思考能力，係以參與實驗學生

在「新編創造思考測驗」中的得分為指標，此測驗中所涵蓋之創造思考

能力包括圖形流暢力、圖形變通力、圖形獨創力、圖形精進力、語文流

暢力、語文變通力及語文獨創力等七個類目指標。研究者將實驗組與控

制組的前測結果、後測結果，以及不同組別在前、後測的進步情形做對

照，透過統計分析來比較實驗組與控制組的創造思考能力發展相對情

形。以下先從二組在前測所得之結果作陳述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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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實驗組與控制組在創造思考能力表現上的差異

(一)實驗組與控制組的前測比較

首先，為確認兩組在實驗前創造思考能力上之差異情形，乃透過實

驗組與控制組之前測結果進行獨立樣本t考驗，用以作為兩組對照比較的

基礎，其結果呈現如表4-1。

表4-1 二組在創造思考測驗各類目前測得分t考驗摘要表
類目 組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實驗組 39 10.51 3.38 -.613
圖形流暢力

控制組 38 11.00 3.59

實驗組 39 6.64 2.55 -.584
圖形變通力

控制組 38 6.97 2.44

實驗組 39 7.87 3.56 -.380
圖形獨創力

控制組 38 8.18 3.65

實驗組 39 3.85 1.66 -.952
圖形精進力

控制組 38 4.21 1.70

實驗組 39 13.51 4.34 -.144
語文流暢力

控制組 38 13.66 4.49

實驗組 39 7.85 2.63 -.389
語文變通力

控制組 38 8.08 2.61

實驗組 39 8.85 3.47 -.123
語言獨創力

控制組 38 8.95 3.73

由表4-1之分析結果得知，實驗組與控制組在創造思考能力的前測得

分上，於七個類目中的表現皆未達顯著差異，表示兩組在實驗教學前，

創造思考能力是大致相同的，根據這樣的基礎，允許研究者得以進行後

續獨立樣本t考驗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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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驗組與控制組的後測比較

在確認二組之同質性後，研究者將實驗組與控制組實驗教學後所得

之後測數據進行獨立樣本t考驗，兩組在創造思考測驗各類目中的得分結

果呈現於表4-2。

表4-2 二組在創造思考測驗各類目後測得分t考驗摘要表
類目 組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實驗組 39 13.46 3.83 3.049*
圖形流暢力

控制組 38 10.71 4.09

實驗組 39 8.08 2.24 2.260*
圖形變通力

控制組 38 6.76 2.83

實驗組 39 9.74 3.75 2.051*
圖形獨創力

控制組 38 8.00 3.71

實驗組 39 4.46 1.85 1.118
圖形精進力

控制組 38 3.87 2.73

實驗組 39 16.13 3.95 4.955*
語文流暢力

控制組 38 12.03 3.28

實驗組 39 8.44 2.33 1.000
語文變通力

控制組 38 7.84 2.86

實驗組 39 10.56 4.08 3.478*
語文獨創力

控制組 38 7.63 3.26
*p < .05

由表4-2之分析結果得知，實驗組與控制組在創造思考能力後測的得

分上，除在圖形精進力上的表現未達顯著差異，於圖形流暢力、圖形變

通力、圖形獨創力、語文流暢力及語文獨創力等五個類目中的表現皆達

顯著差異，從二組平均數之比較顯示實驗組的後測得分皆優於控制組，

說明實驗組學生在經創造思考教學模組介入教學後，於圖形流暢力、圖

形變通力、圖形獨創力、語文流暢力及語文獨創力等五個類目中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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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高於控制組學生。

(三)實驗組與控制組在前、後測的改變情形

為進一步瞭解兩組學生在創造思考能力七個類目前、後測表現上的

改變情形，將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的前、後測得分進行相依樣本t考驗

來，藉以暸解創造思考教學模組介入之有無，對不同組別學生創造思考

能力之影響，其結果如表4-3與4-4所示：

表4-3 實驗組在創造思考測驗各類目前、後測得分t考驗摘要表
類目 組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前測 39 10.51 3.38 -5.171*
圖形流暢力

後測 39 13.46 3.83

前測 39 6.64 2.55 -4.894*
圖形變通力

後測 39 8.08 2.24

前測 39 7.87 3.56 -3.308*
圖形獨創力

後測 39 9.74 3.75

前測 39 3.85 1.66 -2.008
圖形精進力

後測 39 4.46 1.85

前測 39 13.51 4.34 -4.191*
語文流暢力

後測 39 16.13 3.95

前測 39 7.85 2.63 -2.456*
語文變通力

後測 39 8.44 2.33

前測 39 8.85 3.47 -3.291*
語文獨創力

後測 39 10.56 4.08
*p < .05

由表4-3之分析結果得知，實驗組學生在創造思考測驗各類目中的後

測得分皆高於前測得分，除在圖形精進力上的表現未達顯著差異，於圖

形流暢力、圖形變通力、圖形獨創力、語文流暢力、語文變通力及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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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創力等六個類目中的表現皆達顯著差異，說明實驗組學生在經創造思

考教學模組介入教學後，於圖形流暢力、圖形變通力、圖形獨創力、語

文流暢力、語文變通力及語文獨創力等六個類目中的表現均優於教學實

驗前。

表4-4 控制組在創造思考測驗各類目前、後測得分t考驗摘要表
類目 組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前測 38 11.00 3.59 .540
圖形流暢力

後測 38 10.71 4.09

前測 38 6.97 2.44 .572
圖形變通力

後測 38 6.76 2.83

前測 38 8.18 3.65 .501
圖形獨創力

後測 38 8.00 3.71

前測 38 4.21 1.70 .910
圖形精進力

後測 38 3.87 2.73

前測 38 13.66 4.49 2.819*
語文流暢力

後測 38 12.03 3.28

前測 38 8.08 2.61 .515
語文變通力

後測 38 7.84 2.86

前測 38 8.95 3.73 2.848*
語文獨創力

後測 38 7.63 3.26
*p < .05

由表4-4之分析結果得知，控制組學生在創造思考測驗各類目中的後

測得分皆低於前測得分，其在語文流暢力及語文獨創力上的表現達顯著

差異，於圖形流暢力、圖形變通力、圖形獨創力、圖形精進力及語文變

通力等五個類目中的表現則未達顯著差異，說明控制組學生在未介入創

造思考教學模組的情況下，於語文流暢力及語文獨創力二個類目上的表

現較教學實驗前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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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討論

綜合以上統計資料之分析得知，本研究所發展之創造思考教學模組

具有提升學生在新編創造思考測驗中於圖形流暢力、圖形變通力、圖形

獨創力、語文流暢力、語文變通力及語文獨創力等類目得分的效果。就

實驗組與控制組的對照比較而言：實驗組於圖形流暢力、圖形變通力、

圖形獨創力、語文流暢力及語文獨創力等五個類目中的表現均顯著優於

控制組。此結果與陳奐宇(2000)、陳慧青(2005)、黃作后(2001)、黃金俊

(1999)、張志豪(2000)、張維修(1999)、魏秀恬（2001）、Clapham(1997)、

Parnes and Noller(1972)研究結果相似，這些研究的結果皆顯示創造思考

活動或訓練的介入，使實驗組學生之創造思考能力整體表現顯著優於控

制組學生。

本研究發現實驗組學生在新編創造思考測驗中的得分表現，於圖形

流暢力、圖形變通力、圖形獨創力、語文流暢力及語文獨創力等五個類

目中的表現均顯著優於控制組，對此結果，研究者認為可從可以從二個

方面來探討推論其可能的原因。

(一)提供挑戰性問題及創造性氛圍

在創造思考教學模組的介入過程中，實驗組教師盡可能提出各種無

標準答案的挑戰性問題，充分應用創造性提問技巧，使學生於學習歷程

中擁有足夠的思考空間。此外，教師相當重視創造性氛圍的營造，鼓勵

學生勇於挑戰、嘗試錯誤，以充分的鼓勵與包容雅量來面對學生各種分

歧性的思考成果，無形之中，便使得參與學生的創造思考能力於創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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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中被誘發。

(二)強化合作學習，增進同儕對話

本研究所發展之模組，於活動的安排上，融入多種團隊創造思考策

略，在合作學習的過程中，不僅提供學生自由創造的空間，亦使其於參

與歷程中獲得許多從同儕間相互激盪的機會，在創造性環境的支持下，

讓學生在「接納」及「相互尊重」的狀態，充分發表自己的意見與想法，

同時傾聽及思考他人觀點，進而統整成為新的思維，挑戰過去既有的框

架與想法，使學生在嶄新的學習經驗下，重新審視學習的本質和同儕間

的創意伙伴關係，進而發現自己本身創意的存有。加諸於創造思考技巧

的練習、知識的增長與創造性態度的成熟，參與學生之創造思考能力於

是日漸開展。

進一步探究實驗組與控制組個別的變化對照所得之結果：實驗組於

新編創造思考測驗中圖形流暢力、圖形變通力、圖形獨創力、語文流暢

力、語文變通力及語文獨創力等六個類目中的表現均顯著優於教學實驗

前；控制組在創造思考測驗各類目的後測得分皆低於前測得分，且其在

語文流暢力及語文獨創力上的表現顯著低於教學實驗前，說明二組間在

實驗結果中的差異，來自於實驗組在創造思考測驗中六個類目指標上的

顯著成長及控制組在部分類目上的退步。於本研究中，實驗組的各向度

創造思考能力評估指標，除在圖形精進力外，其餘部分在教學實驗後皆

呈現顯著的成長，其結果與王淑娟(2003）、魏炎順(2004)之研究發現相

符，也印證毛連塭、郭有遹、陳龍安與林幸台(2000)等學者之觀點，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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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思考相關活動或訓練確實具有提升創造思考能力之成效。針對實驗

組成效的部分，於前段以進行探討；針對控制組的退步情形，研究者認

為可從以下二點來加以探究。

(一)嚴肅的學習氛圍

在傳統師範院校下的師資培育課程一向以培育最優良師資自詡，而

整個社會對於師資生的道德標準與期待，也遠高其他校院之大學生，加

諸於師資飽和，考取教師較往日困難等因素，在多重壓力之下的師資培

育教師，難免以較為嚴格的標準來指導、約束師資生之課堂表現及言行

舉止。然而，就創造力發展的角度觀之，在此高道德標準、高紀律要求

下的師資培育環境卻是大大壓縮了師資生的創造潛能發展空間，使其創

造潛能於無形中被壓抑。

(二)過份強調知識的權威傳授

在傳統的師資培育課程中，普遍強調知識、忽略創意，教授普遍強

調專業知識的權威傳授，而忽略了讓學生主動建構知識的思考機會，在

此「循規蹈矩」的學習過程中，學生獨立思考的機會不斷被剝奪，而創

造潛能亦難有發揮。

以上分析，與吳靜吉(2002)之觀點相符，其明確指出過份強調知識

的權威傳授，壓抑了學生向權威挑戰的精神，容易把學生培養成乖男巧

女，以及善於尊重長輩意見、缺乏獨立見解的人，難有創造力的表現。

結合本研究發現，突顯出師資培育課程確有其蛻變之必要性，應以更開

放的空間來培育具有獨立思考能力的未來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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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節小結

本節主要在於分析創造思考教學模組的介入是否具有提高學生創

造思考能力的效果，研究結果顯示：在創造思考教學模組介入教學後，

實驗組學生於圖形流暢力、圖形變通力、圖形獨創力、語文流暢力及語

文獨創力等五項不同類目創造思考能力的表現優於未介入創造思考教

學模組之控制組學生，此外，實驗組學生在圖形流暢力、圖形變通力、

圖形獨創力、語文流暢力、語文變通力及語文獨創力等六項類目中之表

現亦有顯著的進步。此結果與毛連塭、郭有遹、陳龍安與林幸台(2000)

等人之立論相符，證實創造力的確可經由計畫性之教學方案加以培育，

遺傳或其他外在因素雖然可能限制個人創造潛能的發揮程度，但在這些

限制範圍內，創造思考能力確能經計畫性的誘導而有其正向發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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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創造思考教學模組對體育師資生
創造性傾向之影響

本節主要在於分析創造思考教學模組實施是否具有提升學生創造

性傾向的成效，本研究所指之創造性傾向，是指學生在林幸台與王木

榮於1994年修定之「威廉斯創造性傾向量表」上的得分而言，包含冒

險性、好奇性、想像力、挑戰性四個量表的分數，加上總分可以得到

五個分數。研究者將實驗組與控制組的前測結果、後測結果，以及不

同組別在前、後測的進步情形做對照，透過平均數、標準差、t考驗等

統計方法來比較實驗組與控制組的創造性傾向發展相對情形。其所得

結果如下：

ㄧ、實驗組與控制組在創造性傾向上的差異

(一)實驗組與控制組的前測比較

首先，為確認兩組在實驗前創造性傾向上之差異情形，乃透過實

驗組與控制組之前測結果進行獨立樣本t考驗，用以作為兩組對照比較

的基礎，其結果呈現如表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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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5 二組在創造性傾向量表前測得分t考驗摘要表

由表4-5之分析結果得知，實驗組與控制組在創造性傾向量表的前

測得分上，於其中四個類目及總分上的表現皆未達顯著差異，表示兩

組在實驗教學前，創造性傾向是大致相同的，根據這樣的基礎，允許

研究者得以進行後續獨立樣本t考驗之比較。

(二)實驗組與控制組的後測比較

在確認二組之同質性後，研究者將實驗組與控制組實驗教學後所

得之後測數據進行獨立樣本t考驗，兩組在創造性傾向量表各類目中的

得分結果呈現於表4-6。

類目 組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實驗組 39 21.92 2.51 .642
冒險性

控制組 38 21.66 2.47

實驗組 39 26.72 2.88 .392
好奇性

控制組 38 27.26 2.67

實驗組 39 25.15 1.98 .273
想像力

控制組 38 24.53 2.93

實驗組 39 23.05 2.38 .667
挑戰性

控制組 38 23.29 2.46

實驗組 39 96.85 5.02 .922
總分

控制組 38 96.74 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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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6 二組在創造性傾向量表後測得分t考驗摘要表

*p < .05

由表4-6之分析結果得知，實驗組與控制組在創造性傾向量表的後

測得分上，除在想像力上的得分未達顯著差異，於冒險性、好奇性、

挑戰性三個類目及總分上的得分皆達顯著差異，從二組平均數之比較

顯示實驗組的後測得分皆優於控制組，說明實驗組學生在經創造思考

教學模組介入教學後，於冒險性、好奇性、挑戰性三個類目及總分上

的得分表現均高於控制組學生。

(三)實驗組與控制組在前、後測的改變情形

為進一步瞭解兩組學生在創造性傾向量表中前、後測得分表現上

的改變情形，將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的前、後測得分進行相依樣本t考

驗來，藉以暸解創造思考教學模組介入之有無，對不同組別學生創造

性傾向之影響，其結果如表4-7與表4-8所示：

類目 組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實驗組 39 22.90 2.92 2.084*
冒險性

控制組 38 21.55 2.74

實驗組 39 28.56 2.26 3.112*
好奇性

控制組 38 26.95 2.30

實驗組 39 26.23 3.40 1.393
想像力

控制組 38 25.34 2.00

實驗組 39 24.77 2.26 2.745*
挑戰性

控制組 38 23.24 2.62

實驗組 39 102.46 5.74 4.559*
總分

控制組 38 97.08 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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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7 實驗組在創造性傾向量表前、後測得分t考驗摘要表

類目 組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前測 39 21.92 2.51 -2.304*
冒險性

後測 39 22.90 2.92

前測 39 26.72 2.88 -3.096*
好奇性

後測 39 28.56 2.26

前測 39 25.15 1.98 -1.895
想像力

後測 39 26.23 3.40

前測 39 23.05 2.38 -4.701*
挑戰性

後測 39 24.77 2.26

前測 39 96.85 5.02 -5.885*
總分

後測 39 102.46 5.74

*p < .05

由表4-7之分析結果得知，實驗組學生在創造性傾向量表各類目及

總分的後測得分皆高於前測得分，除在想像力上的得分未達顯著差

異，於冒險性、好奇性、挑戰性三個類目及總分上的得分皆達顯著差

異，說明實驗組學生在經創造思考教學模組介入教學後，於冒險性、

好奇性、挑戰性三個類目及總分上的得分均優於教學實驗前。

表4-8 控制組在創造性傾向量表前、後測得分t考驗摘要表
類目 組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前測 38 21.66 2.47 .240
冒險性

後測 38 21.55 2.74

前測 38 27.26 2.67 .557
好奇性

後測 38 26.95 2.30

前測 38 24.53 2.93 -1.442
想像力

後測 38 25.34 2.00

前測 38 23.29 2.46 .083
挑戰性

後測 38 23.24 2.62

前測 38 96.74 4.75 -.358
總分

後測 38 97.08 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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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4-8之分析結果得知，控制組學生的後測得分除在想像力的得

分略高於前測得分，在其餘三個類目及總分的得分皆略低於前測得

分，於冒險性、好奇性、想像力及挑戰性四個類目及總分上的得分皆

未達顯著差異，說明控制組學生在未介入創造思考教學模組的情況

下，於冒險性、好奇性、想像力及挑戰性四個類目及總分上的得分均

未有顯著改變。

二、討論

綜合以上統計資料之分析結果得知，本研究所發展之創造思考教

學模組具有提升學生在創造性傾向量表中的冒險性、好奇性、挑戰性

等三個向度分數及創造性傾向量表總分的效果。就實驗組與控制組的

對照比較而言：實驗組在冒險性、好奇性、挑戰性等三個向度及創造

性傾向總分上的表現均顯著優於控制組。此結果與徐錦木(2001)、張維

修(1999)、魏秀恬(2001)、David and Bull(1978)的研究結果相似。徐錦

木(2001)的研究發現，實驗組學生在冒險性、想像力、挑戰性與創造性

傾向總分等考驗項目均顯著優於控制組學生；魏秀恬(2001)的研究結果

發現實驗組在創造性傾向之冒險性、想像力、挑戰性方面顯著優於控

制組；而David and Bull(1978)在研究中則發現透過大學創造力課程確

實可提升學生在創造性情意上的表現，以上研究之結果皆顯示實驗組

在創造性傾向量表的得分顯著高於控制組。於本研究中，實驗組學生

在創造性傾向量表中的表現除想像力之外，於其餘向度中的表現皆顯

著優於控制組學生，針對實驗組於想像力上的表現未能優於控制組，

研究者認為其可能因素可歸結於以下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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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像訓練視覺化刺激不足

本研究中所發展之創造思考教學模組於心像訓練及視覺化刺激的

內容較為不足，加上教學實驗之期程僅八週，導致參與學生在想像力

部分所需的刺激不足，因而未能產生顯著效果。

(二)文化脈絡之影響

在一般世俗觀念中，想像力是幼兒及孩童獨有的專利，對於即將

為人師的師資生而言，天馬行空、不切實際的想像是一件讓人感到些

許羞赧的事情，因而在潛意識中自我設限，抑制了師資生在想像力向

度上的發展。此一現象與 Csikszentmihalyi(1994)、Sternberg and

Lubart(1996)等學者所述之觀點相符，其論點皆指稱人格特質與環境會

產生互動，亦即創造性傾向的發展會受到外在環境、社會價值、期望

等文化脈絡之影響。

進一步探究實驗組與控制組個別的變化對照所得之結果：實驗組

於冒險性、好奇性、挑戰性等三個向度及創造性傾向總分上的表現均

顯著優於教學實驗前；控制組於冒險性、好奇性、想像力及挑戰性四

個向度及創造性傾向總分上的得分則均未有顯著改變，說明二組間在

實驗結果中的差異，來自於實驗組創造性傾向上的顯著成長。顯示本

研究所研發之創造思考教學模組具有提升體育師資生創造性傾向之成

效，此研究結果與郭奕龍(2005)之研究結果完全一致，經其研究發現參

與研究的在職教師於實驗課程後，於「威廉斯創造性傾向量表」中之

冒險性、好奇性、挑戰性及總分等四向度的得分有顯著性成長。以上

結果亦與魏炎順（2004）、David and Bull(1978)、Maloney(1992)等相關

研究相符，亦即大學生或教師透過創造力發展課程之訓練，對於其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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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傾向或創意態度均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輔以質性資料之支持，多位參與學生於受訪時亦提及在創造思考

教學模組介入過程中，使其逐漸有從事創意活動、創新教學之傾向，

也更敢於挑戰現有的傳統觀點與教材。

我覺得這學期的課對我未來的教學應該蠻有幫助的，現在不是在強調創新教學嗎？我知道還

有很多人無法接納，但是我以後應該會更願意從事創新教學，就像學姐常說的，傳統有它好

的地方，但是時代變了、學生的特質跟需求也變了，我們當然是要去思考教案裡該求新求變

的地方，不能老是在抄襲以前的東西，都沒有一點創意。(訪談060616)

此訪談結果與研究中量化資料所得相互呼應，且與郭奕龍(2005)

於研究所得之結果一致，發現創造思考相關活動的介入，提升參與教

師從事創新教學之意願，於面對未來教學的態度亦日趨開放。然而，

於目前的教育改革思潮中，創新教學之理念乃是相當重要的一股潮流

與必要元素，由此更可見得，台灣若全面推展創意，落實創新教學，

於師資培育課程中融入創造思考活動，有其重要意義。

三、本節小結

本節主要在於分析創造思考教學模組實施是否具有提升學生創造

性傾向的成效，根據研究結果顯示：在創造思考教學模組介入教學後，

實驗組學生於冒險性、好奇性、挑戰性等創造性傾向不同向度表現及

整體表現優於未介入創造思考教學模組之控制組學生。此外，模組之

介入對實驗組學生之冒險性、好奇性、挑戰性及創造性傾向整體表現

具有顯著提升的效果。以上結果顯示創造性情意態度確實可經由教學

加以提升，亦符合Sternberg and Lubart(1995)的觀點，證實創造性情意

表現可以經由與後天環境的互動加以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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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體育師資生對創造思考教學模組之
學習知覺反應

本節主要關注體育師資生於參與模組教學過程中之學習知覺反應

情形，研究者將軼事觀察記錄、研究省思札記、與授課教師的討論記

錄、訪談及文件分析（學習單、學習回饋單、教學檔案、學生作品）

等內容，經轉譯後交互分析詮釋，逐步聚焦為正向學習知覺反應及負

性學習知覺反應二個向度加以呈現。

ㄧ、正向學習知覺反應

(一)學習氣氛的轉變

參與學生在模組介入初期便可明顯感到授課教師在營造創造性氛

圍上的用心，多位過去在課程參予過程中表現低落的同學表示，教師

營造出較以往輕鬆熱絡的氣氛，使其更願意投入於課程中的學習活

動，且授課教師在課堂中與學生的言談互動方式較以往活潑、有趣，

頗能帶動開放的討論氣氛，整體而言，學習氣氛少了份「嚴肅」，多了

點「人味兒」。

有些很「瞎」的答案想也知道在以前不能在班上講，講了大概就畢不了業了吧！學姐常跟我

們說盡量想、盡量講，其實我們常常自己就會去思考它的邏輯性跟可行性，如果是以前，有

些太扯的想法就只能放在心裡，或留著跟同學打屁用！可是現在發現老師跟學姊營造出的氣

氛也蠻「瞎」的！哈哈！這是讚美唷！這樣大家也會比較敢說出真正的想法，感覺現在這樣

氣氛真的比以前好多了！(訪談 060331)

整個比較起來，以前的氣氛比較死氣沉沉、比較嚴肅、凝重，現在好多了，老師的方式比以

前活潑，整個課的氣氛比以前多了點「人味」。(訪談 06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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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師生互動關係的增加

參與學生表示在模組的介入過程中，教師主動給予更多的開放性

討論空間，鼓勵發表個別想法，並能給予充份的支持性回饋，在活動

歷程中亦主動參與小組間的討論活動，從旁引導創意而不再以講課者

自居，教師與學生在教學歷程中的互動關係變得較以往更加頻繁密切。

以前都是老師在唱「獨角戲」，現在比以前好多啦！起碼一些問題比較好玩，大家的互動機

會多了很多，老師給我們很多機會說話，總比以前低著頭大家都做自己的事好哇！(訪談

940331)

老師不再用講課來引導學習，而是用更多的方式來從旁指導我們，常常參與我們的小組討論

也讓我們跟老師有更多個別性的互動機會，真的很不錯。(學習回饋單 060609-S11)

現在老師大部分的時間都讓大家有機會發表或表達意見，也會給我們一些不錯的回饋，會支

持我們的想法，我覺得蠻不錯的，感覺這樣跟老師的互動比較多。(學習回饋單 060609-S7)

(三)師生間距離感的減少

參與學生感受到授課教師從模組介入後，積極營造支持性的創造

性環境，在回饋中增添了許多鼓勵性、具幽默感的話語，且較過去在

意學生的感受，無形中拉近了師生間的距離，也增加授課教師的「可

親近感」。

以前大家說到系上師資培育的課，都只能嘆口氣搖搖頭，但是真的很感動老師願意為了大家

而改變，氣氛變好了，比較不會悶，大家比較敢表達自己的想法，感覺跟老師也比較沒距離

了。(觀察 060609-S7)

以前常常感覺同在一節課裡面，我們跟老師卻在不同的世界，老師說老師的，我們睡我們的，

彼此之間的交集少的可憐，但這學期感覺突然在我們中間出現了一座橋樑，讓我們跟老師間

少了距離，多了份親切。(學習回饋單 060609-S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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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負向學習知覺反應

(一)調適不易

部分學生對於創造思考教學模組的介入感到調適不易，以致於在

課程中的反應有些冷淡，在教師提問時呈現沒有安全感，非常害怕被

點名回答的狀態，害怕把心中的創意與同儕分享，更擔憂自己的創意

被同儕嘲笑。

R：平常看你沒在上課的時候還蠻活潑的，怎麼最近上課都悶悶的？

S：我也沒有刻意做什麼啊？只是有時候真的不太習慣這種方式，有時候一些要大家發揮創

意的時候，我會不知道要幹嘛！而且又覺得自己不太有創意，所以老師在叫大家的時候，

我只好低頭裝忙啊(訪談 060421)！

一下子改變了習慣的方式，當然會有點不適應，而且我覺得要我假 HIGH 或發表什麼創意真

的有點難，會被笑死吧，我覺得自己不是走那種路線的。(訪談 060421)

(二)壓力感的增加

創造思考教學模組的介入，雖提供學生更多自我表現的機會，卻

也因發表機會的增加，提高了學生的壓力感，少部分較缺乏自信的學

生及平時在課堂行進間較少發言的同學表示，對此互動頻繁的氛圍及

常需發表的方式難以適應，對於常常有開放的討論情境深感壓力。

以前上課的時候喇賽、打混也是一節，現在強調創意就算了，還要把創意做出來，要發表、

要分享，作業也是說來就來，再加上體表就更累了，真的比以前大三在上教材教法的時候覺

得有壓力。(訪談 060519)

老師每次都用加分來威脅利誘，可是創意這種東西有時候不是說隨時都會有，而且我也不是

那種喜歡「假 HIGH」的人，有時候就會覺得上起課來有壓力。(學習回饋單 060609-S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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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於獨立思考機會的排斥感

部分學生表示自己已經習慣數十年如一日的聽講方式，習於凡事

老師教、慣於時時被指導，對於常常得獨立思考的機會反而顯得排斥，

對於獨立思考、發揮創意的機會顯得無所適從、力不從心，且認為創

造思考教學模組的介入使得頭腦的負擔變重了。

以前我上課時只要坐在那裡好好的，不用說話也不用做事也是四小時，現在變得又要想、又

得做，蠻累的哩，都已經習慣那種被動的方式了，還要被逼著在上課想東想西，又要有創意，

真的還蠻麻煩的ㄋㄟ！(訪談 060421)

經過五分鐘的短暫思考後開始進行缺點正向化發表活動，發表的成果品質頗佳，能發揮創思

且能結合專業內涵，考量不同學習者的需求，但搶答確集中在小花、小勇等幾位常發表的同

學上，有幾位同學靠躺在坐椅上，顯得無耐又無助。（觀察060428）

我覺得這學期遇到的最大困難就是自己很沒有創意，看到別人都能輕鬆有創意，但我卻覺得

常常想不出來。(學習回饋單 060609-S26)

其實我們早就被僵化的教成死腦筋了，這樣子叫我們想創意，真的有點難，而且上課就覺得

變得很有負擔，有時候真的會很懶得想。(訪談 060602)

(四)對創意價值的質疑感

部分學生因為過去的學習經驗及接觸教學現場的經驗，對大環境

充滿不信任感、猶疑創意產品及創意教學點子在教學現場的可行性，

認為在大環境的限制下，於課程中所產出的點子皆止於曇花一現的想

法，在教學現場落實不易，且難獲得基層前輩師長認同，因而降低其

創意思考的動機。

R：怎麼你的表情好像怪怪的？

S1：沒有啦！只是有時候會懷疑以後去教學真的用得到嗎？

S2：對呀！在外面都會聽到老前輩說那都是年輕人愛搞的花樣。(觀察 06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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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姐！我有奇怪的預感，真的很懷疑以後可以在學校這樣弄嗎？

同事或那些老師不會覺得我很奇怪嗎？感覺這些東西對那些老老師來說都會有點不屑。

(訪談 060428)

三、討論

統觀本節之分析詮釋結果，大部份參與學生對於本研究所發展之

創造思考教學模組呈現正向的學習知覺反應，於實施歷程間感受到學

習氣氛的轉變、師生互動關係的增加及師生間距離感的減少。然而，

仍有少部分參與學生對模組的介入感到不適而呈現負面學習知覺反

應，就負向知覺反應之詮釋結果，部分參與學生感受到模組介入初期

調適不易、壓力感的增加、對於獨立思考機會的排斥感及對創意價值

的質疑感。

本研究所得之學習知覺反應結果，與王淑娟 (2003）、李雪禎

(2005）、吳美慧(2002)、徐錦木(2001)、陳慧青(2005)、張志豪(2000)、

詹瓊華(2004)、謝麗雯(2005)等人之結果一致，於這些研究中的結果皆

顯示，大部分參與創造思考相關活動的學生呈現正向學習反應，僅少

部分學生對學習活動內容產生負面反應，證實創造思考相關活動的介

入確有引起學生正向學習反應之效果。

就正向學習知覺反應的部分，研究者認為與教師於教學歷程中展

現完全不同於以往的風格，提供了較以往開放的創意空間，使學生在

生動而活潑的氛圍中主動建構及分享知識，師生間長久以來常處於上

對下關係進而產生的距離感自然逐漸消弭於無形，因而強化了學生對

教師及課程的認同程度與正向反應。就部分參與學生表達歧異的看法

及負向學習知覺反應，研究者認為這與台灣長期所處的教育環境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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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文化影響有關，參與研究的師資生在過去二十幾年來的教育經驗

中，長久處於習慣聽講、疏於獨立思考的情況下，導致其置身於鼓勵

思考的開放空間中反而無所適從、備感壓力及排斥感，甚至因為感受

未來就業環境創意文化的低落，進而對創意的價值產生懷疑，在不信

任課程內容的心情下，導致對模組的介入產生負向知覺反應。

從整體的學習知覺反應觀之，不難發現本研究參與學生之學習知

覺反應猶如天平的二端，對模組介入表達許多不同面向的觀感，研究

者將此部分結果對照量化資料部分之結果，發現 Sternberg 與

Lubart(1996)所提出的理論，正可解釋其間關係，Sternberg 與 Lubart

認為雖然一個鼓勵和重視創新的環境對創造力的展現是有利的，但是

一個完全良好的支持環境對創造力的發揮也不盡然是最理想的；他們

認為在一個大致良好的支持創意環境裡仍須有一些挫折與障礙散佈在

整個工作歷程中。反觀本研究之模組實施歷程，參與學生既感受到開

放的學習氛圍，亦知覺因競爭及發表所帶來的壓力感，在此一兼具輕

鬆與壓力、兼涵成就感與排斥感、苦樂參半的學習氛圍中，反而正是

誘發創造力所需的最佳環境，進而誘導出參與學生在創造力向度的正

向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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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節小結

大部份參與學生對於本研究所發展之創造思考教學模組呈現正向

的學習知覺反應，於實施歷程間感受到學習氣氛的轉變、師生互動關

係的增加及師生間距離感的減少。然而，仍有少部分參與學生對模組

的介入感到不適而呈現負面學習知覺反應，模組的介入使其感受到調

適不易、壓力感的增加、對於獨立思考機會的排斥感及對創意價值的

質疑感。研究者發現參與學生於模組介入歷程中處於兼具支持性及壓

力挑戰的多元情境之中，對照量化資料所得，從參與學生於創造力不

同面向的提昇成果看來，與Oldham and Cummings(1996)的立論相符，

證實處於複雜性及挑戰性工作情境中，有助於創造力的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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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參與者在創造思考教學模組介入
過程中的轉化發展情形

本節之旨在於關注於研究參與者在參與模組教學過程中不同向度

的發展情形，研究者將軼事觀察記錄、研究札記、與授課教師的討論

記錄、訪談、文件分析（學習單、學習回饋單、教學檔案、學生作品）

等內容，經轉譯後交互分析詮釋，逐步聚焦為體育師資生的轉變及參

與教師的轉化二個向度加以呈現。

ㄧ、體育師資生的轉變

(一)思維模式的轉變

參與模組的學生除了在量化測驗中看得到的數據中產生變化，有

更多學生反應創造思考教學模組的介入，使其不再固著於單一形式的

思考，在面對問題時，也不再受限於過去的僵化思維型態來解決問題。

以前感覺自己的思考就在那一成不變的跑道上，現在的終於開始來點不一樣的。(學習回饋單

060609-S3)

以前真的不覺得自己有創意，可是現在我比較能接受一些新的觀點，也慢慢學著去想一些以

前沒想過的東西，覺得其實這樣還不錯，算是開始用創意思考了吧！(訪談 060428)

這學期真的學到了許多幫助思考的小技巧，讓我在遇到問題的時候不再只是用始終如一的老

答案去套問題，會試著從不同的觀點來看事情。(學習回饋單 060609-S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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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表達能力的提升

參與學生在更加活潑開放的創造性氣氛中顯得樂於表達自己的想

法，且在一次次發表及展演機會的引導下，願意表達想法的人數及學

生發表的次數均有提昇，且在不斷的發表過程中，學生的語言表達漸

趨於完整與流暢，表達能力有明顯的提升。

今天小龜和小咪也開始加入發表了，比起之前的沉默不語，進步許多。（研究札記060331）

感覺他們的表達能力比起以前真的進步蠻多的，包括台風、表達、組織能力等等，有很多東

西其實真的是成長於無形之中。(討論紀錄 060609)

這學期感覺有更多表達自我的機會，有這麼多的練習機會，覺得自己的表達能力上面有很多

突破。(學習回饋單 060609-S12 )

S1：我覺得其實發表的機會變多了！無形中增加了口語表達能力、台風也變好了！

S2：希望之後的學弟妹也能接受這樣互動比較多的的教學方式！(訪談 060602)

(三)對創造力認知的改變

參與學生對創造力的存在已有明顯的覺知，且意識到創意的價值

與重要性。此外，教學模組的介入使學生暸解不同創造思考技法的應

用方法與內涵，讓參與學生瞭解「產生新點子」及「開發創新教具」

的途徑與技巧，且對其未來從事創意教學有所助益。

我沒想過自己也可以這麼有創造力耶！雖然在實作的過程中蠻辛苦的，但是這學期學到一些

創意思考的方法我覺得頗有收穫的。(學習回饋單 060609-S7)

以前都以為變出新奇東西的人是很聰明的人，現在才知道原來還有這些聰明的技法可以用，

現在知道了以後可能在教學上都用得到，那以後如果要來個創意教學就得心應手囉！(訪談

060602)

現在我覺得自己對創意教具還蠻有概念的，起碼知道要從哪裡開始，有 run 過那個過程，就

學到了別人沒有的東西。(學習回饋單 060609-S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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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與教師的轉化

(一)幽默感的增加

在模組運作的過程中，可從不同面向觀察到參與教師的轉變，

其中最讓人感到驚喜的是幽默感的增加，在課程中無論是面對各種突

發狀況，或是學生稀奇古怪的創意搞怪答案及表達方式，參與教師皆

能以較往常更多的幽默感應對自如，此外，在教學媒體的製作上，亦

展現不同於以往的幽默感。

我覺得老師比以前有幽默感耶！以前老師不太會接話，現在老師在上課時遇到些突發狀況，

還蠻能接的，以前都是大家默默的僵在那裡。(訪談 060331)

之前一直擔心小林老師會有點放不開，但今天老師在創意應徵大會中即興問答裡，問了小銘

一個頗好笑的問題，全場哄堂大笑，我也忍不住哈哈大笑，不自主的打從心底的開心了起來，

因為老師慢慢越來越放得開了，開始能夠與學生幽默的有問有答，是個好現象，使我對咱們

的研究越來越有信心。(省札 060324)

我覺得老師今天的 ppt 蠻不賴的，可惜張數太少的，大家還沒笑夠，最近的都不賴，比以前

有幽默感多了。（訪談 060331）

（教學檔案 060331-ppt-1） （教學檔案 060331-ppt-6）

圖 4-1 三月三十一日授課 powerpoint 檔案擷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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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第三組學生的創意發表(擷取自拍攝觀察 DVD 連續影像)

今天小麗的這組的延伸創作真是令人驚豔，完全展現七年級生爆笑幽默的功力，利用十元塑

膠拖鞋加上回收鐵罐，創作了這隻讓現場哄堂大笑的無敵創意溜冰鞋，現場同學的笑聲此起

彼落，一同起鬨著要小欣上台示範，小林老師並未制止學生的耍寶演出，還和同學一塊起鬨、

樂在其中的欣賞學生們的創意搞怪秀。(觀察 060609-G3)

圖 4-3 第五組學生的創意發表(擷取自拍攝觀察 DVD 連續影像)

小宗這組的創意也很耍寶，在一般性的應用方法介紹完後，拿了頂「帶刺」安全帽，說要用

這個來攻擊教具上的氣球，訓練彈性和肌力，同學們笑聲不斷，不斷起鬨要組員們一個個上

場示範，小林老師也笑哈哈的要該組身體能力最佳的小榮上場試試身手。(觀察 060609-G5)

從今天發表過程中小林老師的現場反應看來，小林老師在實施模組之後，的確在態度上日益

開放，不僅對學生的幽默感接受度越來越高，且能以幽默的方式來給予回饋，甚至會在學生

神來一筆爆笑演出時跟著學生一起起鬨。從這些轉化現象中可看出，在這些學生極盡搞笑耍

寶的創意表現下，其 渲 染 力 不 可 小 覻，小林老師的幽默感與童心正日益增加中。（省札 060609）

(拍攝觀察 060609-G3-1)

(拍攝觀察 060609-G3-2)

(拍攝觀察 060609-G3-5)

(拍攝觀察 060609-G5-4) (拍攝觀察 060609-G5-9) (拍攝觀察 060609-G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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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元媒材的應用更加靈活

教師於模組介入過程中應用了相當豐富多元的資源來引導學生的

創意，不同教學媒體的播放與國外創新教具的分享，皆能提高學生好

奇心與創作動機，有助於創意的產出。此外，教師於 powerpoint 中常

置入不同有趣的圖片、動畫及影片，更使得學生在創造思考教學模組

介入的教學過程中充滿驚奇感。

這學期老師用了很多以前沒用到的東西，像是分享了許多國外的創意教具，還有學長做的教

學媒體，都讓我們覺得很吸引人，又有用又有趣，是我覺得這學習最喜歡的地方。(學習回饋

單 060609-S17)

我覺得老師跟學姐這學期很用心的為我們蒐集很多不ㄧ樣的資料，感覺真的很有用，讓我比

較容易有想法，也比較有做創意教具的動力。(訪談 060609)

（教學檔案 060421-ppt-5） (教學檔案 060421-ppt-10)

（教學檔案 060421-ppt-20） （教學檔案 060421-ppt-14）

圖 4-4 四月二十一日授課 powerpoint 檔案擷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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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身作則的創意展現

授課教師於模組介入過程中體會到以身作則創造力實踐的重要

性，於許多單元中展現了不同向度的創造力體現，其創意的轉化不僅

透過學生訪談及教學觀察可得知，更可從不同文件檔案中皆清晰可見

其創造力體現之軌跡。

R：哈哈！我們會不會最後做出來的結果是老師自己的創意提升了！

T：嗯，有可能喔！

R：對呀！我覺得最近的 PPT 還有很多設計都比以前有創意！

T：呵呵… (討論記錄 060421)

我覺得最大的改變是老師變得比以前有創意，跟我們說要有創意，現在自己也算是以身作則

了！(訪談 060609)

（教學檔案-預-2）

圖 4-6 創意活動參與證書

（教學檔案 060317-獎）

圖 4-5 創意學苑聘書

附註說明：

研究者本於研究倫理之考量，於呈現文本時，將出現人名及個

人隱私之內容經特殊處理，不予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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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討論

經過質性資料的交互辯證、詮釋與逐步聚焦，本研究發現研究參

與者於創造思考教學模組實施歷程中的轉化發展情形，呈現複雜而多

元的樣貌。參與學生於研究過程中，經歷思維模式轉變、表達能力提

升及認知改變的轉化發展歷程，而參與教師則在執行模組的實踐歷程

中，呈現幽默感增加、媒材應用更加靈活及創意表現提昇等轉化情形。

從參與學生的轉化情形切入討論，本研究參與學生呈現思維模式

轉變及表達能力提升之結果，與謝麗雯(2005)之研究結果相符，其研究

發現參與學生於實驗教學後，於表達能力上有所增進，且思考方式亦

有所轉變，顯示創造思考相關活動的介入，可提升學生思維模式及表

達能力等不同面向的成長與轉化。而本研究參與學生對於創造力認知

改變的轉化結果則與郭奕龍(2005)之研究結果相似，郭奕龍之研究發現

參與研究的在職教師於接受創造力發展課程後，提昇對創造力相關技

法的認識，並從中了解創意的核心元素，且能透過多元思考解決問題。

而本研究則發現參與學生於模組介入後，暸解不同創造思考技法的應

用方法與內涵，進而從中體會出創意的價值與重要性。將此部分結果

與學生於量化資料所得之創造力發展結果相互對照，便可得知創造思

考技法與對創意的覺察，是為創造思考活動之重要元素，突顯出對創

造力認知的改變，亦與創造力表現的整體影響環環相扣。

就參與教師的轉化情形切入論之，本研究之參與教師於執行模組

的實踐歷程中，呈現幽默感增加、媒材應用更加靈活及創意表現提昇

等轉化情形。目前國內相關研究較少關注於創造力教室中教師本身的

轉化情形，然而，研究者綜觀匯和取向創造力發展理論，卻發現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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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轉化與學生之創造力表現習習相關，萬萬不可輕易略之。

Csikszentmihalyi and Wolfe (2000)在其創造力系統理論中提出，教室學

習歷程可以是一個系統模型。學生是教室中變異的起源之一，在其接

觸學習材料並產生、發表出新的想法時，教師扮演創意守門人的角色，

此時，具有敏銳度的創意守門人如能覺察這些變異的發生，並把一些

好的變異整合到教室課程中，則教室中的創造力與創新行為就發生

了。整合上述觀點，本研究在模組介入歷程中所發生的創造力，亦與

師生間不同構面交互影響歷程息息相關，當學生從舊知識中提出變

異，教師善用其幽默與創意策略將其變異加以評估整合，課室中的創

造力於是得以體現。

四、本節小結

本節聚焦於研究參與者於創造思考教學模組實施歷程中的轉化發

展情形，經過質性資料的交互辯證與詮釋，本研究發現研究參與者於

創造思考教學模組實施歷程中的轉化發展，呈現複雜而多元的樣貌。

參與學生於研究過程中，經歷思維模式轉變、表達能力提升及認知改

變的轉化發展歷程，而參與教師則在執行模組的實踐歷程中，呈現幽

默感增加、媒材應用更加靈活及創意表現提昇等轉化情形，加諸量化

資料之結果，研究者以匯和取向系統觀加以分析，發現本研究之參與

者間發生了師生連鎖反應鏈，與張武昇(2002)所提出之論點相符，本研

究參與師生間建構出師生連鎖反應規律，在共建作用及相互促發下呈

現交互多元轉化的影響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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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者省思

做教學研究，是一段痛苦又享受的過程，是一次不斷遭遇問題和

解決問題的學習經驗，研究者回顧研究歷程中的學習與成長，整理出

以下思考方向：

一、就教學實踐方面

(一)創意意識的養成重於創意技法的操作

研究者從創造思考教學模組的實踐歷程中體認出，創造思考技法

只是協助思考的工具，並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創造力於生活世界中

的「實踐」，除了需要先備知識、環境等諸多因素的支持，最為重要的

是個人對創意的意識與認同。否則，縱使培養空有創意技法的「技師」，

卻毫無創作動機，其創造力也終將永不見天日。創造力教育者應體認

內在動機的可貴，真正的涵養學生對創意的知覺、意識，到最後使學

生建立對創意的認同與內在動機，才是培育創意人才的根本之道。

(二)基礎知識方為創意的基石

研究者於研究歷程中發現，參與學生遇到的困難來自於對「領域」

(domain)知識的不足，而致使創意產出的成效不彰，此一現象，讓研

究者覺察：「高品質的創意，源自於厚實的知識基礎。」雖然從另一立

論觀點看來，紮實的知識固然容易使人受到侷限，然而，充足的專業

知識卻能使人避免「無知下的創新」。植基於此，讓研究者深刻的體認

到知識的建構與充實，在創造思考教學中仍應扮演著關鍵性角色，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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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缺少知識基礎下的創造思考萬萬不能。

(三)創造思考教學的辨正與迴響

從發展創造教學模組到其實踐歷程，本研究的參與學生與參與教

師皆曾對創造思考教學模組的內涵產生「不切實際」的懷疑，甚至連

研究者本身都曾因為參與者的態度，而對模組的存在意義產生猶豫。

普羅大眾往往對創意教學或創造思考教學存在著謬思與成見，認為有

關創意的教學皆是華麗的團康活動堆砌出的遊戲，此一結果的產生，

來自於許多教師僅瞭解創造思考教學的片面意義，未深究其核心精神

便錯用教學方法於課程中。研究者從模組的實施歷程中體會出，創造

思考教學不應本末倒置的一味強調創意，應力求關注課程本身的意義

與目的性，再融入創造思考元素，使創造力的發展與原本應習得之學

習成果相互產生加乘作用，為原本的知識技能產生加分效果，而非只

追求創意，讓原本應存在的學習內容皆相形失色。從研究歷程中，研

究者深刻的覺察，創造力教育不是用熱鬧的團康活動堆砌出的辦家家

酒，更不是創意至上、其餘皆可拋的膚淺遊戲，唯有深究創造思考教

學的實用性及真實意義，方能使創造力教育的存在產生意義。

(四)永不放棄的精神帶來倒吃甘蔗的喜樂

於實驗教學初期，參與教師將自己定位成模組的教學者、學生創

意的引路者，企圖引導學生進入創意思考的天地，然而，這一路走來

的路程中卻也未能盡如人意，在模組的介入歷程中，參與教師曾遭遇

到學生學習意願低落、創意表現不盡理想，甚至出現抱怨聲浪的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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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教學者始終對學生抱持著信心與包容心，以十足的耐性持續期待學

生的創意出現，隨著實驗教學的尾聲，學生在小組發表中才逐漸呈現

出現明顯的進步。從實驗初期學生的退縮羞怯與雜音不斷，到最後各

組皆能盡情揮灑創意並覺察創意的優勢，教學者從身先士卒的創意引

導者，轉化為學生創意的欣賞者及學習者，這有如倒吃甘蔗般的轉變，

讓教學者與研究者從教學中意外獲得莫大的成就感與滿足感，研究者

從中體認出，在創造思考相關活動的實施過程中，耐心的等待與包容

是必經的過程，創造力教育何為先？耐心包容最重要。

二、就研究方面

(一)研究倫理的關注與設身處地的反思

回顧這一年多於教學現場的實地經驗，研究者不斷的反思「我」

與研究參與者間的關係，也重複的思索著「我」在課室中的角色與存

在意義。擺盪猶疑於「為研究」與「為教學」之間的掙扎，成為研究

者時時刻刻需要面臨的課題，這樣的心路歷程，使研究者逐漸意識到

研究倫理的重要性，進而衍生出以下二個層次的反思方向。

第一層次的反省，來自於「操弄」研究變項的倫理準繩。「有效的

操弄」致使研究獲得漂亮的數據或結果，是所有研究者的共同心願，

然而，當研究者享有「操弄」實驗的權力，其權力背後產生的應是更

深層的道德意義，在發展模組的歷程間，研究者也曾困惑於「操弄」

的權力反思之中，究竟特殊教學策略的介入，是為了得到研究結果中

的「漂亮數據」，或是讓學生發展出「真實世界」中可實踐的創造力？

為此，研究者曾不斷的與指導教授討論本研究所被賦予的真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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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歷經一連串的內心攻防與逐一辯證後，研究者逐漸澄清出自己該走

的方向。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間雖具有看似「相對」的關係，但應力

求使其間產生「互惠」的可能，植基於此，研究者開始反思與重構研

究關係中真正的平衡與互惠，專注於研究參與者於研究歷程中能否擁

有「真正的獲得」，而非研究者從參與者身上單向的擷取。研究者逐一

反思後體認到，研究者所被賦予之權力背後，應是更深層的道德意義

與自我反思；而「操弄」者應期待與關注的方向，除了豐碩的研究成

果之外，更應是高標準的倫理準繩與自我約束。

第二層次的反省，來自於「報導權」的反思。研究者和參與教師

這一年多來的維持著平行互動、溝通順暢的相互關係，縱使偶有作法

上或觀念上的落差，彼此依舊能以充分的信任與包容化解歧見，這種

雙方都感到舒服的平衡關係，使研究者沈浸其中，也格外珍惜。然而，

研究者開始意識到平衡關係的變化，來自於退出現場後的書寫行動，

在詮釋文本的書寫行動開展後，研究者明確的意識到到自身所被賦予

的「報導權」，而其背後所彰顯出的「不平行權力關係」，更讓研究

者警覺出研究倫理的深層意涵，一旦進入書寫的階段，研究者便掌握

了「報導權」，現場如何發聲？如何被看見？如何被解釋？取決於研

究者如何「看」資料，如此權力來源，迫使研究者必須正視研究倫理

的問題。在此一意識下，研究者於詮釋文本時格外謹慎，隨時自我提

醒不再一味的站在至高點，以「我」的價值觀，來評斷研究歷程中的

現象，而是踏入「參與教師」的鞋子去感受「她」的世界，使研究者

所掌控的「報導權」不讓參與教師有過份的壓迫感，因而使權力背後

的不平衡關係稍稍獲得舒緩。研究者於撰寫論文的歷程中更深刻的學



130

習到，縱使研究者再怎麼小心謹慎，研究現場的權力關係卻依舊如影

隨形，因為只要有人在的地方，就存有政治性，就有權力關係，不可

能有絕對的平衡，所以倫理的關注正是每位研究者所需面對的重要課

題。

(二)研究取向的反思與重構

從研究者進入教學現場後所蒐集的多元文本中可得知，課室中的

創造力發展軌跡，呈現著複雜的多元樣貌，然而，目前國內多數的創

造力研究卻仍執著於從一元論或二元論的創造力研究取向，讓紙筆測

驗成為評估創造力的「王道」。研究者以為，創造力的研究宜逐步轉向，

擺脫傳統以心理計量取向主導的主流取徑，探討不同構念間的交互作

用，方能從更多元的歷程文本中建構創造力的「真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