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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以在職進修碩士學位的教師及其同事為對象，分析創意教學自我效能的成長趨

勢，以及五大人格特質、進修與否對於創意教學自我效能的初始狀態及成長趨勢的影響。本

研究在 2年期間一共進行四次調查，分析結果顯示：一、抗壓信念呈現線性上升的成長趨勢，

負向自覺為線性下降的發展趨勢；而正向肯定呈現先上後下發展的成長趨勢。二、進修教師

的正向肯定、抗壓信念的成長趨勢明顯優於未參與進修的教師，負向自覺也明顯低於未進修

的教師。三、五大人格特質的外向性與神經質對於創意教學自我效能成長趨勢有影響，其中

神經質對於正向肯定的成長曲率為負向調節，但對於負向自覺的成長速率則為正向調節，而

外向性對於抗壓信念的成長速率有正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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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因應創意經濟時代需要，培育學生創造力已成為美國、新加坡、香港等世界各國厚植人

力及提升國家競爭力的教育發展方向（Chan & Yuen, 2014; Chang, Chuang, & Bennington, 

2011），而教育部（2012）所頒布的《師資培育白皮書》中更擘劃出新時代良師的執行力，

其中一項核心內涵即為教師的創新能力，這凸顯了教師創意教學的重要性。促使教師具有創

意教學表現的影響因素很多，除了個人與環境因素之外，還有一個存在於教師個人內在的「創

意教學自我效能」，意指教師在從事創意教學工作時，對於本身創意教學能力以及能夠影響學

生程度的知覺信念。教師自我效能感是有效教學的指標，是教學成功的要件（孫志麟，2009），

故期待教師進行創意教學時，唯有當他／她認為做得到的時候，創意教學才有可能展現。過

去，教師自我效能廣受學者積極地研究，但皆是指教師一般的教學能力信念（王麗雲、潘慧

玲，2000；孫志麟，2009；Choi & Ramsey, 2009; Keys, 2007），少有針對特殊領域創造性與個

體對該領域的自我效能感進行探討，目前僅有林碧芳與邱皓政（2008）一篇，因此本研究以

「創意教學自我效能」為題進行探討。 

Tierney與 Farmer（2002）以具體的研究數據驗證了特殊的創造效能信念直接關係著員工

的創造力，更證實了創造自我效能這個概念的存在，且它是不同於工作自我效能感。林碧芳

與邱皓政（2008）將創意自我效能的概念，從過去有關於教師自我效能的概念中加以抽離，

得到一種特殊作業的自我效能概念，並藉以探討與創意教學的概念。諸多有關於創造力的研

究發現，創意自我效能會對創意表現或創造性產品產生正向的預測效果（汪美香、黃炳憲，

2012；林碧芳、邱皓政，2008；陳玉樹、郭銘茜，2013；Gong, Huang, & Farh, 2009; Jaussi, 

Randel, & Dionne, 2007; Tierney & Farmer, 2004），但卻少有研究以創意教學自我效能為依變

項，討論它的成長趨勢以及會受到哪些因素的影響。由上述討論可知，創意自我效能為個人

是否有能力創造出創意產品並持續性參與的自我評估，同時，創意自我效能也是一種信念，

亦指個人對製作創意作品或創意思維的信心高低程度表現，並能夠影響個人的行為表現、思

考模式或動機。因此，瞭解教師的創意教學自我效能的成長趨勢有其重要性，也是本研究的

動機之一。 

Bandura（1997）強調，個體行為產生係在動態的歷程下形成，因此，彙整這些可能影響

個體創意行為產生的要素並瞭解其間的關係實屬必要。社會認知理論也強調個體的認知歷程

對其行為的影響，尤其是個體的自我效能更是預測個人行為的重要指標（洪素蘋、黃宏宇、

林珊如，2008）。因此，瞭解影響教師創意教學自我效能成長趨勢的影響因素有其重要性。

在相關因素的影響方面，歷年來的實證研究顯示，人格特質是影響個人創造力發展的重要因

素，且是影響創新的重要因素（洪久賢、洪榮昭、林麗娟、蔡長艷，2007）。事實上，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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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質與創造力之間的關係本是創造力研究的重點之一（蕭佳純，2015），亦有部分研究是使用

逐漸發展成熟的五大人格特質（Big-Five），以探討人格特質與創造力間的關聯性（Gelade, 

1997），但卻鮮少有探討五大人格特質與創意教學自我效能之間的關係，更遑論是縱貫性的影

響。因此，瞭解教師的五大人格特質對創意教學自我效能成長趨勢的影響，為本研究的動機

之二。 

若從創造力的觀點來看教師的創意教學，幾十年來，許多針對創造力所做的研究結果都

支持「創造力是能加以發展」的假設（蕭佳純，2014；Benedek, Fink, & Neubauer, 2006; 

Cramond, Matthews-Morgan, Bandalos, & Zuo, 2005）。另一方面，教師專業成長發展的重要性

已為社會大眾所公認，藉由進修活動，促進教師的專業成長，進而精進教師的教學品質，已

成為重要的教育政策（劉國兆，2008）。但相當可惜的是，少有研究針對教師參與進修的成效

進行調查，所以，瞭解教師參加在職進修後的實質成效，的確是有其必要性。有鑑於當今對

於創意教學的重視以及進修成效的著墨，本研究以參加在職進修碩士學位的教師為對象，瞭

解教師進修碩士學位與否對於創意教學自我效能的初始狀態以及成長趨勢的影響，此為本研

究的動機之三。因此，本研究以在大專校院進修碩士學位的教師創意教學自我效能為主題，

以 2 年的時間一共調查四次，目的在瞭解這段期間教師創意教學自我效能的動態發展趨勢，

以及進修與否、五大人格特質對於創意教學自我效能初始狀態與成長趨勢的影響。 

貳、文獻探討與假設發展 

一、創意教學自我效能的意涵 

創意教學是指教師在其個人的教學領域，使用且符合學生需求的新奇教學方式（郭奕龍，

2005）。林碧芳（2012）認為創意教學是教師透過創意的教學計畫，將其創意靈活運用在教

學上，以鼓勵學生創意的展現與發展。蕭佳純（2012）則主張創意教學指的是教師有創意，

展現生動活潑的教學方式，其目的不一定在培養學生的創造力。由此可知，創意教學是強調

教師展現個人創意，透過創意的教學方法以達成教學的目的，使教學過程新奇、生動，強調

使學生享受學習樂趣，以達成有效教學之目的（林偉文，2011），本研究以此為定義。 

Tierney 和 Farmer（2002）將自我效能理論與 Amabile（1996）的創造力理論予以結合，

提出「創意自我效能」一詞，並定義為個人具有產出創意產品或表現能力的信念，且認為創

意自我效能是一種不同於其他自我觀點的概念，係指個人有能力去創造成果的自我信念與評

價，屬於一種對於自我能力的評判。正如 Chen、Gully 與 Eden（2001）所指，傳統對一般性

自我效能的測量無法類推至不同領域內自我效能的測量，所以，創意自我效能意指「個人自

認具有製造創意成品的能力之信念」。洪素蘋等（2008）認為創意自我效能是能對特定人物表

現出創意能力之信念。Gong等（2009）認為創意自我效能是指個體對自己擁有技術和相關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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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來產生創造性產品的信念，由此可知，創意自我效能是一種自我面臨創意挑戰時，依據創

作需求所產生的一種信念。 

創意自我效能是屬於創造力的一種自我效能，並能幫助個人在面對創作行為時更有效

率。在教學領域上的創意自我效能感，可稱之為「創意教學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 of 

creative teaching）。當教師們對於自己從事創意教學具有十足把握時，也就是當教師覺得「我

可以做到」時，創意教學是最有可能實現的，此一心理特質，林碧芳（2012）將其稱之為「創

意教學自我效能」，意指教師在從事創意教學工作時，對於本身創意教學能力以及能夠影響

學生學習程度的知覺信念。進一步說明的是，「創意教學自我效能感」係整合創意教學與教

師自我效能感兩個概念，也就是說，將教師自我效能感的概念延伸至創意教學自我效能感，

這也是預測教師創意教學程度的重要預測指標。需注意的是，創意教學自我效能不同於一般

教學自我效能感，而是反映個人橫跨不同領域的信念，所以本研究在測量上，特別著重於教

師有能力去生產創意教學的成果之信念的評定，而不是一般性教學活動的自我信念評量。 

根據 Tierney和 Farmer（2002）所提出創意自我效能的內涵，當中包含了產生想法、解決

問題、或改善他人的想法等三個面向，並編製創意自我效能問卷，進行創意自我效能與員工

創意行為的研究。洪素蘋等（2008）以學生為對象，將內控與抗衡的概念納入創意自我效能

的構念中，其學生創意自我效能量表包含「創意思考信念」、「創意成品信念」、「抗衡負

面評價信念」等三個因素。上述研究多數是以學生或是企業員工為對象、以創意自我效能為

主題，鮮少以教師為對象、以創意教學自我效能為變項。 

在定義上，「創意教學自我效能感」係指教師在執行創意教學上的自我效能評價，其內

容係整合創意教學與教師自我效能感兩個概念，亦即將教師自我效能感的概念擴展至創意教

學自我效能感的概念（林碧芳、邱皓政，2008），且創意教學自我效能感不同於一般自我效

能感，而是反映個人橫跨不同領域的能力之信念。因此，本研究將創意教學自我效能感的測

量內容，特別著重於教師有能力去生產創意教學的成果之信念的評定，而非一般性教學活動

的自我信念評量。綜觀國內相關的量表，多是衡量學生的創意自我效能，或是一般教師的教

學效能，僅有林碧芳與邱皓政（2008）的量表是針對教師的創意教學自我效能，實徵檢測後

發現，創意教學自我效能包含「正向肯定」、「負向自覺」、「抗壓信念」三個層面，此乃

有別於一般的創意自我效能量表。因此，本研究將直接採用林碧芳與邱皓政的衡量工具，其

中正向肯定是指教師從事教學工作時，評定自己能勝任教學創新的能力以及影響學生學習的

表現之判斷；負向自覺為教師從事教學工作時，判斷個人無法達成教學創新的能力以及影響

學生學習的能力之判斷；抗壓信念為教師處在不利於教學創新環境中，如：教育政策的改變、

學校不利的措施等，教師知覺自己對創意教學信念堅持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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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創意教學自我效能的縱貫性發展 

國內外有關於縱貫性研究的產出數量不少，若以教師為對象的研究而言，相對上則較少。

蒐集近 5 年以教師為對象的縱貫性研究，約略可以區分為以下趨勢。首先，最大宗為以職前

教師、實習教師為對象者，探討職前教師的信念、態度、學習等等議題，例如：吳璧如

（2005）、Donche與 Van Petegem（2009）、Hofer與 Grandgenett（2012）、Şükran（2011）及

Swars、Smith、Smith與 Hart（2009）等人的研究均是，在這類型的研究中可以發現，「信念」

對教師而言是重要的。姚如芬（2006）、曾崇賢、段曉林與靳知勤（2011）的研究中就發現，

信念的強化是教師專業成長的重要階段，且信念影響了教師的轉變，同時也直接或間接地支

持著教師們願意持續且繼續進行探究及思考教學方式的突破及改變。除了討論教師的信念之

外，也有一些縱貫性研究是以教師的知識、教學成效、態度、學習情況等作為研究主題，並

於類似的研究中提到，教師效能感並非擔任教師後才形成的，且教師效能感有先上後下的發

展趨勢（吳璧如，2005）。甚至在 Khourey-Bowers與 Simonis（2004）的研究中也提及，透過

結合具體的設計元素，將之融入於教師的專業發展中，皆可使教師的自我效能信念、教學內

容及知識具體提升。重要的是，此研究發現在每波研究中，教師及學生的自我效能感皆有顯

著的提升，且提升教師個人自我效能感與專業發展，不僅對教師有所幫助，亦能提升學生學

習的品質。其中，Arzi 與 White（2008）更進行了 17 年的研究，討論了職業生涯中應有支持

教師成長的需要，除了教師的專業技術知識之外，也應有更多資源來支持教師專業成長。 

從上述研究主題來看，過去以教師為對象的縱貫性研究中，極缺乏以創意教學自我效能

為主題，由此可知本研究進行的重要性。創意教學自我效能是否會發展？若從創造力理論來

看，Gruber和Wallace（2001）的「演化系統取向」（evolving systems approach）模式認同創造

力會隨時間持續發展，並非瞬間剎現的，必須經年累月的學習與思考才能產出，同時還會受

歷史脈絡、人際關係和專業團隊等交互作用影響，由此可知，創造力表現是一動態的行為，

且隨著年齡增長與時間的演進，它們的成長歷程也會有所變化，例如蕭佳純（2014）的研究

就發現參與科展的學生，他們的科技創造力是呈現先下後上的發展趨勢。據此推論，創意教

學自我效能可能會受到內、外在的因素與時間因素的影響產生變化，為動態表現。 

綜合上述研究可得兩大啟示，第一，目前與教師有關的縱貫性研究多是討論教師對學生

的長期影響，如學習態度、學業成就等，鮮少是直接觀察或研究教師長期教學的變化，更遑

論是創意教學自我效能。第二，在這些研究中多是強調教師職前教育及有關於「信念」的重

要性，甚為可惜的是，過去都無研究深入瞭解教師的創意教學自我效能變化情形究竟為何？

而這正是本研究最重要的價值所在。第三，目前的縱貫性研究亦缺乏討論教師參與在職進修

後，對於創意教學自我效能成長情形的研究，是以，本研究以 2 年期間針對在職進修教師，

進行四次的資料蒐集，藉以瞭解教師的創意教學自我效能成長與相關因素的相互關係與創意

教學自我效能消長情形。綜合上述研究可發現，在現今社會對於教師專業發展要求的前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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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教師們需持續進行探究及思考教學方式的突破及改變，故對於創意教學自我效能中的正

向肯定與抗壓信念應是會逐漸上升，因為當教師持續思考，並學習有關創意教學的相關知能，

甚至參加相關的研習、專業成長團體，則他們對於自己能勝任教學創新的能力以及影響學生

學習的表現之判斷會愈來愈持正向肯定的思維，所以正向肯定與抗壓信念應會逐漸上升，反

之，負向自覺應會逐漸下降。據此，本研究推導假設一：教師的創意教學自我效能成長為一

個向上的成長發展趨勢。 

三、五大人格特質對創意教學自我效能成長的影響 

在創意教學自我效能的影響因素方面，多是討論教師的動機對於創意教學的影響（林碧

芳、趙長寧、邱皓政，2010），或是人格特質對於教學效能的影響（劉宗明、黃德祥，2008），

少有討論人格特質、進修與否對於教師創意教學自我效能的影響，更遑論是創意教學自我效

能動態發展的影響。由此可知，本研究所討論的變項之重要性。首先，Bandura（1986）的社

會認知理論認為，人類的行為會受到個體的感知狀態、環境、行為三者持續交互作用的影響，

而在此三者的交互作用中，個體的感知狀態是導引個人產生行動達成其目標的基礎動力，它

會持續影響個體行為的開始與維持。因此，Bandura 關注個人特質與自我效能感之間的關係，

因個人特質會表現某些情緒傾向進而對自我效能感產生影響（Jamil, Downer, & Pianta, 2012）。

依此論之，個人特質對於自我效能會產生影響，而個人特質也可能會對教師的創意教學自我

效能成長趨勢產生影響。 

而在相關研究方面，林碧芳等（2010）更發現，教師的創造力人格特質會透過創意教學

的自我效能感，間接影響創意教學的表現。劉宗明與黃德祥（2008）則以國中教師為對象，

發現教師的五大人格特質的嚴謹性、友善性、外向性、情緒穩定性及開放性等特質，與整體

教學效能呈現顯著正相關，其中又以嚴謹性的相關程度最高。鄭博真（2011）則以幼稚園教

師為對象，發現創造力人格特質的高低順序依序為：想像敏銳性、積極精幹性、獨立挑戰性、

好奇求知性及變通獨創性，且創造力人格特質對創造力教學行為有顯著影響。另一方面，吳

家碧（2011）以國小健體領域教師為對象，發現創造人格特質愈高，教師會有愈高的創意教

學自我效能；羅巧玲與魏美惠（2012）更發現幼兒教師的創造力人格特質與教學效能量表的

各向度間，均呈顯著的正相關。 

綜合上述研究可以有兩大發現，第一，過去研究多是討論創造性人格特質與教學效能或

是創意教學之間的關係，較少討論五大人格特質與創意教學自我效能之間的關係。尤其吳家

碧（2011）、陳玉樹與郭銘茜（2013）認為創意教學自我效能是創意教學的重要前置變項，且

除了創造性人格特質之外，五大人格特質也有其研究的重要性（蕭佳純，2015），所以本研

究聚焦在五大人格特質與創意教學自我效能之間的關係探討。第二。過去研究也僅聚焦在橫

斷性研究，也多證實人格特質對創意教學自我效能的影響，但缺乏以縱貫性研究的角度來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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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五大人格特質對於創意教學自我效能成長趨勢的影響，所以本研究的進行有其重要性，也

就是說，本研究想瞭解，具有某種人格特質的教師，是否他的創意教學成長速率或曲率，會

更加劇或減緩？ 

首先是神經質的影響，神經質程度較高者，自我知覺的程度會較高且易受傷害（Costa & 

McCrae, 1985）。所以較為神經質的教師，可能因為害怕自己的意見或想法無法得到他人的肯

定，憂慮創新過程的壓力，因而降低個人進行創意教學的自我效能感。外向性高的人善於社

交，他們活潑、健談且喜歡和別人合作（Barrick & Mount, 1991），因此，外向性高的教師較樂

於充分的展現自我，從這些特質看來，本研究認為，外向性的人格特質愈明顯，創意教學的

自我效能將愈高。在開放性此一特質構面得分高者，通常想像力比較豐富、喜歡多樣化、求

知慾旺盛、好奇心強、注重獨立思考及判斷、不存偏見（Barrick & Mount, 1991），所以此類

教師應會有較高的創意教學自我效能。親和性高的人顯得較有禮貌、柔順、善良、合作且容

易信任別人、容忍別人（Barrick & Mount, 1991），因此，親和性的人格特質應是有助於創意

教學的意願與行為，創意教學自我效能應該也會較高。正直性是在評估一個人的組織能力、

自我堅持及自我成就導向的行為，在 LePine與 Van Dyne（2001）的研究中即發現，具備正直

性人格特質者，在團隊中較願意提供各項建議及意見。因此，本研究認為正直性程度愈高，

則創意教學自我效能的程度愈高。上述五大人格特質與創意教學關聯之間的推論，在洪久賢

等（2007）及蕭佳純（2015）的研究中都獲得證實，但五大人格特質與創意教學自我效能之

間關係的研究則還相當缺乏。從上述的推論來看，神經質程度較低、外向性、開放性、親和

性、正直性較高的教師，他們的創意教學自我效能應該會較高，且成長的速度也會較快。據

此，本研究提出假設二為：五大人格特質對於創意教學自我效能的初始狀態有顯著影響。假

設三為：五大人格特質對於創意教學自我效能的成長速率有顯著影響。 

四、教師在職進修對於創意教學自我效能發展的影響 

教師專業成長的途徑很多，例如各種專業會議、研討會、研習、工作坊等，都有助於提

升教師的專業；狹義而言，教師研習進修指特定的機構，如學校或是教育研習機構，為教師

辦理有計畫並具有目標導向的專業發展活動，以促進教師專業發展（林麗芳、陳安秀，2011）。

國內各級教師在職進修的方式主要為各大學或研究所的進修課程，以及參與相關研習（周麗

華，2010；陳燕嬌、范熾文，2007），本研究統整國內研究，將教師進修的相關研究歸納為以

下三類。第一類，透過成長團體與工作坊模式進行的在職進修：例如姚如芬（2006）的研究

就指出，透過跨校教師專業成長團體，確實能提升教師專業。第二類，以視導、師徒制方式

進行的在職進修，此類進修方式多以參與研習或校內研討會為主，然而單次的研習成效有限，

回到學校場域中仍持續發揚的教師不多（張景媛、呂玉琴、何縕琪、吳青蓉、林奕宏，2002）。

第三類則為主題課程與學位學分取得方式的在職進修，例如蔡明昌（2001）、郭奕龍（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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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發現，教師在學分班的學習成效頗佳，且他們的自我導向學習準備度與其在職進修成

效呈現正向關係。而在國外的研究部分，綜觀國外對於教師在職進修與專業成長之相關文獻，

可發現以參與課程和舉辦工作坊的形式居多，亦有配合各國和各省頒布之政策進行成效評估

者（Fenwick, 2004; Slepkov, 2008）。 

國內有關研習的調查大多著重在瞭解教師對參加過的各類研習活動之成效感受，或者是

對於研習活動本身的滿意度，卻甚少瞭解參與進修的教師在進修之後，是否能具體提升他們

的創意教學自我效能，或者是否能將進修所學應用於教學中？從國內外教師研習進修研究的

分析，研究者以為，不論是國內外研究皆認同參加研習是具有成效的，但國外的教師在職進

修相關研究多是以長期研習、方案推動為主，且在每一研習、方案執行之前即有明確的評鑑、

評估方式的制定，反觀國內則相對缺少。若是從創造力訓練的觀點來看，創造力訓練投入的

相關研究發現，創造力課程多以短期訓練為主，研究方式多為準實驗前後測設計（Scott, Leritz, 

& Mumford, 2004），研究結果多認同透過一段時間的訓練可提升創造思考能力，並應設法塑

造一個有利發展及延續創造力的環境因素（Birdi, 2005）。例如陳亮光（2008）曾以華語文教

師師資培訓課程學員 64人為研究對象，發現以創意教學策略教育之學員於創造力之認知、情

意及技能因素之表現，的確明顯高於接受傳統教學法之學員。總體而言，本研究認為在職進

修對於教師的創意教學自我效能的發展應有正面預測力，換言之，若從教師創意教學自我效

能的角度來看，如果教師透過在職進修可吸收較多的相關創意知能，接觸更多資訊與學習更

多的創意教學技能，甚至可和更多人有所接觸與交流，精進自己在教學上的創意。也就是說，

參與在職進修的教師可能因進修時所接觸的人、事、物，使得他們在進修之後的創意教學自

我效能成長速率明顯高於未參與進修的教師，為了更清楚瞭解教師在職進修對於創意教學自

我效能的長期影響，本研究採用上述分類的第三類，研究對象為在大學進修碩士學位的在職

教師們，且選定的對象為教育研究所及其相關的研究所，本研究認為，在職進修透過有系統

的培訓方式，應可具體增進教師們的創意教學自我效能。因此，本研究想瞭解，教師在進修

碩士學位的 2 年過程中，自己的創意教學自我效能是否有具體提升？但進修的教師可能在某

種特質上就不同於未進修的教師，例如動機可能較高、願意接受挑戰的意願較高，所以也有

可能在一開始的創意教學自我效能會比沒有進修的教師來得高，據此，本研究提出假設四為：

有進修學位的教師在創意教學自我效能的初始狀態（意指接受調查的起點）將高於未進修學

位的教師。假設五為：有進修學位的教師在創意教學自我效能的成長速率將高於未進修學位

的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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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與設計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乃選取 102 學年度於國內教育及相關研究所進修碩士學位的教師，包含夜間

班及假日班，在研究樣本大小方面，Snijders與 Bosker（1999）認為在一般的多層級研究中，

最高層級的樣本數應不小於 30，尤其本研究採縱貫性研究，在四波的調查中極需要教師的配

合，所以在抽樣上採取立意抽樣，以 E-mail 方式詢問全省教育相關研究所的導師，透過導師

遊說學生，最後計有 128 位在職進修碩士學位的教師，並同時邀請每位教師的同事（在同校

任教但未曾進修碩士學位的教師）128位，所以一共有 256位教師參與本研究，符合最低樣本

數的要求。本研究直接由研究者將問卷交予各校教師，一星期左右回收，剔除廢卷及不合理

之填答問卷後，回收之有效樣本共 252 份。因為是透過導師發放給在職進修教師問卷，所以

在密切追蹤之下並未有流失樣本的問題。第一波調查時間：2013年 9~10月；第二波調查時間：

2014年 3~4月；第三波調查時間：2014年 9~10月；第四波調查時間：2015年 3~4月。 

二、研究架構 

本研究採縱貫性調查，瞭解教師創意教學自我效能的變動情形，在 2 年的研究期程中，

運用跨層次分析，瞭解教師創意教學自我效能的變動及五大人格特質、進修與否對初始創意

教學自我效能的影響，以及成長速率的影響，本研究架構如圖 1所示。 

 

 

 

 

 

 

 

 

 

 

 

圖1. 研究架構。圖中的H1等符號為對應文獻中所發展的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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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工具 

（一）創意教學自我效能量表 

本研究採用林碧芳與邱皓政（2008）所編製的「創意教學自我效能量表」來測量教師的

創意教學自我效能程度。此量表包含三個因素，分別為「正向肯定」、「負向自覺」、「抗

壓信念」，共可解釋 53.29%的變異量。其中正向肯定以「學生因為我所設計的創意教學活動

而更有創意的表現」等七題作為衡量；負向自覺以「我會在意其他教師的看法而不會有獨特

的教學方式」等七題作為衡量；抗壓信念以「學校整體的氣氛即使不利於創意教學，我仍然

能夠積極地從事我的創意教學工作」等三題作為衡量。因為是採用現成的量表，所以直接以

正式樣本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正式樣本經一階與二階驗證性因素分析比較後發現，一階驗

證性因素分析的各方面適配指標皆優於二階驗證性因素分析，因此本研究採用一階驗證性因

素分析，分析結果顯示 RMSEA、GFI、AGFI、CFI、IFI及 SRMR分別為 .03、 .92、 .93、 

.92、 .94、 .05，組成信度分別為 .82、 .84 及 .87，顯示本量表的整體適配度尚佳，具有構

念效度。信度 Cronbach’s α 值分別為 .89、 .88 及 .90，總量表為 .91，且此量表在臺灣地區

的中小學教師樣本具有測量恆等性（林碧芳，2012），所以具有良好的信度與效度，故採用之。

基於上述分析結果，且分開三個構面的分析方式可清楚知道不同層面的成長情況，故之後的

分析也將分成三個向度來處理。 

（二）五大人格特質量表 

本研究參考 Costa 與 McCrae（1985）五大人格特質分類法之架構所編製的人格特質量

表，共有五個構面、32題，其中包含正向及反向題。此五大構面包括：「親和性」（agreeab- 

leness）指一種易相處、溝通與合作的人格特質，共八題；「勤勉性」（conscientiousness）

指一個人對追求的目標之專心集中程度，共六題；「外向性」（extraversion）指一個人對

於與他人間之關係感到舒適之程度或數目，共六題；「神經質」（neuroticism）指能激發一個

人負面情感之刺激所需之數目與強度，共七題；「開放性」（openness）表示對事實、新奇事

物的吸收程度，共五題。此問卷已經蕭佳純（2015）驗證其信度與效度，所以本研究再利用

256位教師資料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後，正式樣本經一階與二階驗證性因素分析比較後發現，

一階驗證性因素分析的各方面適配指標皆優於二階驗證性因素分析，因此本研究採用一階驗證

性因素分析各項適配度指數 AGFI、RFI、NFI、IFI、CFI依序為 .92、 .92、 .92、 .93、 .93，

皆大於 .90的標準，RMSEA＝ .063。另外，個別項目信度介於 .51到 .82之間，潛在變項的

組合信度為 .82到 .91之間，潛在變項之平均抽取變異量為 .58到 .64之間，信度 Cronbach’s 

α值介於 .81到 .91，總量表為 .87，此工具具有良好的信度與效度。 

（三）時間變項 

第一波調查時間：2013年 9~10月；第二波調查時間：2014年 3~4月；第三波調查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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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9~10 月；第四波調查時間：2015 年 3~4 月。本研究的時間變項取各組中點，因階層

線性模式（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 HLM）不需使用相同的時間點，每位教師可依據實際的

施測時間使用不同的時間點，所以本研究依 Raudenbush 與 Bryk（2002）的建議，將 π0i定義

為初始狀態，將時間以第一波調查時間進行平減。 

肆、研究結果與分析 

一、敘述統計 

表 1 呈現本研究五大人格特質及創意教學自我效能四波次的平均數與標準差。若單從平

均數來看，2年四波的調查中，正向肯定、負向自覺及抗壓信念有所起伏。 

表 1 

變項的敘述統計分析 

潛在 

變項 
變項名稱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潛在 

變項 
變項名稱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正向肯定(1) 252 4.46 0.70 抗壓信念(1) 252 4.16 0.78 

正向肯定(2) 252 4.52 0.65 抗壓信念(2) 252 4.19 0.77 

正向肯定(3) 252 4.56 0.63 抗壓信念(3) 252 4.26 0.69 

正向肯定(4) 252 4.54 0.61 

創
意
教
學

 

自
我
效
能

 

抗壓信念(4) 252 4.25 0.67 

負向自覺(1) 252 3.03 0.82 親和性 252 4.66 0.56 

負向自覺(2) 252 3.02 0.77 勤勉性 252 4.20 0.63 

負向自覺(3) 252 2.89 0.81 外向性 252 3.08 0.54 

創
意
教
學
自
我
效
能

 

負向自覺(4) 252 2.97 0.77 神經質 252 4.15 0.61 

     

五
大
人
格
特
質

 

開放性 252 4.21 0.62 

註：（）內的數字表示是第（）次蒐集的資料。 

二、階層線性模式分析 

本研究以 HLM進行資料分析，探討教師的創意教學自我效能隨時間成長之變化及相關影

響因素對創意教學自我效能成長速率的可能影響，層次一之解釋變項為時間，層次二之解釋

變項則為教師的五大人格特質及是否參與進修，同時以性別為控制變項。 

（一）虛無模式 

虛無模式主要在檢驗測量資料中是否具有組內一致性（consistency within-group）與組間

變異（variances between-group），確認使用 HLM分析的適當性。其方程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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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l 1: Yti＝π0i＋eti  

Level 2: π0i＝β00＋r0i 

其中 i＝1, 2, ..., n為個體，Yti為對教師於時間點 t所測量獲得的創意教學自我效能（因為創意

教學自我效能一共有三個構面：正向肯定、負向自覺及抗壓信念，所以將分為三個部分說明

分析結果）；π0i為截距項，代表教師 i 的平均創意教學自我效能（各構面）得分；eti為層次一

的隨機誤差，假定每一個 eti均為常態分配，其平均數為 0且有共同的變異數 σ
2
。β00為所有教

師樣本的平均創意教學自我效能（各構面）得分，r0i為層次二之隨機效果。 

首先，就正向肯定、負向自覺及抗壓信念各構面來看，層次二之個體間變異成分（between 

group component, τ00）都顯著異於 0（χ
2
＝3,377.93, df＝550, p ＜ .001; χ

2
＝1,857.32, df＝550, p 

＜ .001; χ
2
＝1,857.13, df＝550, p ＜ .001），滿足階層線性成長模式中，依變項的個體內與個

體間必須存在顯著變異之要求。而各構面的層次一個體內變異成分（within group component, σ
2
）

之值分別為 0.184、0.397、0.334；計算出組內相關係數 ICC之值分別為 .562、 .372、 .373，

遠高於 .059的標準，即個體內相關係數高（Raudenbush & Bryk, 2002）。由上述可知，在創意

教學自我效能（正向肯定、負向自覺及抗壓信念）的總變異量中，來自個體間的變異量占

56.2%、37.2%、37.3%，而教師內重複測量的變異量占 43.7%、62.8%、62.7%。換言之，正向

肯定、負向自覺及抗壓信念存在著教師間與教師內變異，不同教師間的正向肯定、負向自覺

及抗壓信念得分有顯著的差異，因此適合進行後續之 HLM分析。 

（二）非條件化成長模式 

當虛無模式得到驗證後，接著進行非條件化線性成長模式與成長曲線模型之檢定，以驗

證層次一中的斜率與截距是否存在，也就是說需透過兩個變數來表示：時間（time）與時間平

方（time
2
）（Fitzmaurice, Laird, & Ware, 2004），其成長可能是緩慢、減少或加速，因此更複雜

的成長曲線則需解釋其成長速率（謝俊義，2010）。以下為教師創意教學自我效能三大構面的

成長線性模型及成長曲線模型之方程式（創意教學自我效能一共有三個構面：正向肯定、負

向自覺及抗壓信念，所以 Y分別代表三個構面）。 

成長線性模型方程式： 

Level 1: Yti＝π0i＋π1i 時間 ti＋eti  

Level 2: π0i＝β00＋r0i 

π1i＝β10＋r1i 

成長曲線模型方程式： 

Level 1: Yti＝π0i＋π1i 時間 ti＋π2i 時間
2

ti＋e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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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l 2: π0i＝β00＋β0i 

π1i＝β10＋β1i 

π2i＝β20＋β2i 

其中，π0i為截距，是教師個體 i初始狀態的創意教學自我效能分數；在成長線性模式時，

π1i為創意教學自我效能的平均成長率；而在成長曲線模式時，π1i為截距等於零時的切線速度，

而 π2i為創意教學自我效能的平均成長曲率。時間 ti為教師個體 i在第 t波調查的時間，以減去

第一波時間作為置中，r1i及 r2i為層次二的隨機效果。謝俊義（2010）表示，若要評估成長曲

線模型是否比線性成長模型適配度來得好，可使用概似比考驗（A Likelihood Ratio test）來評

估。所以，關於時間的變化率，本研究先進行非條件化線性成長與成長曲線等兩個模式的概

似比考驗，將此兩模型的離異數統計量進行比較。首先，以正向肯定來看，數據指出，第一

個線性模型的離異數為 3,489.04，自由度為 4，第二個成長曲線的離異數為 3,502.60，自由度

為 7，兩者之差為 13.56，此差服從自由度為 3的卡方分配，考驗結果達到顯著（p＝ .003），

表示兩模式之間有差異，需使用曲線模式。據此，正向肯定採用曲線成長模式，以檢驗教師

創意教學自我效能中的正向肯定是否存在不同的截距與斜率。非條件化成長模式中，正向肯

定初階段之固定效果 β00＝4.45（SE＝ .029, t＝152.43, p ＜ .05）達到顯著水準，成長率 β10

＝0.021（SE＝ .0065, t＝3.18, p ＜ .05）達到顯著水準，曲率 β20＝-.00119（SE＝ .0005, t

＝-2.30, p ＜ .05）亦達到顯著水準。成長率 β10為正值，而曲率 β20為負值，可知正向肯定變

化為一開口向下之圖形，表示呈現先上後下之趨勢。隨機效果部分，測量個人成長曲線參數

變異情形之估計值，截距項 r0i的變異＝ .320，達到顯著水準（p ＜ .005），平均成長率變異

量為 0.00108（χ
2
＝548.98, p ＞ .05）、平均成長曲率變異量為 0.00001（χ

2
＝523.52, p ＞ .05），

除了截距外，均未達顯著水準。結果指出，僅有截距項變異達到顯著，所以，在後續的分析

中，正向肯定就不放入一次項與二次項的隨機效果。此外，教師創意教學自我效能中的正向

肯定從第一學期至第二學期的平均成長率為 0.0122，第二學期至第三學期為 0.0034，第三學

期至第四學期為-0.0054（對於二次成長模型來說，在某一特定時間上的成長率是成長率模型

的一階導數，如公式：時間 t時的成長率＝π1i＋2π2i（time），依此計算出每一段時間的平均成

長率）。亦即，教師創意教學自我效能中的正向肯定從第一學期到第二學期間是屬於正成長，

平均上升 0.0122個單位（四個月期間），第二學期到第三學期也呈現正成長，但幅度稍緩，平

均上升 0.0034個單位，到第三至第四學期時，開始呈現負成長的現象，下降幅度為 0.0054個

單位。再者，比較此模式與虛無模式可知，正向肯定層次一時間變項所解釋的變異數比例為

10.58%，即引進時間變數可以減少第一層誤差項的變異數達 10.58%的程度。 

再者，以負向自覺來看，數據指出，第一個線性模型的離異數為 4,882.52，自由度為 4，

第二個成長曲線的離異數為 4,888.36，自由度為 7，兩者之差為 5.84，此差距服從自由度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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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卡方分配，考驗結果未達到顯著（p＝ .79），表示兩模式之間並無差異，使用簡化之線性模

式即可。據此，負向自覺採用線性成長模式，以檢驗教師創意教學自我效能中的負向自覺是

否存在不同的截距與斜率。在非條件化成長模式中，負向自覺初階段之固定效果 β00＝3.03（SE

＝ .03, t＝94.20, p ＜ .05）達到顯著水準，成長率 β10＝-0.007（SE＝ .0029, t＝-2.43, p ＜ .05）

達到顯著水準。因成長率 β10為負值，且達顯著水準，可知教師創意教學信念中的負向自覺為

一線性向下的成長趨勢圖形。隨機效果部分，測量個人成長線性參數變異情形之估計值，截

距項 r0i的變異＝0.323，達到顯著水準（p ＜ .05），成長率 r1i的變異＝0.0011，也達顯著水準

（p ＜ .05）。結果指出，截距項與一次項之變異皆達到顯著，表示在教師創意教學自我效能

中的負向自覺間之截距及斜率存在顯著差異。再者，比較此模式與虛無模式可知，負向自覺

層次一時間變項所解釋的變異數比例為 9.13%，即引進時間變數可以減少第一層誤差項的變異

數達 9.13%的程度。 

最後，以抗壓信念來看，數據指出，第一個線性模型的離異數為 4,497.81，自由度為 4，

第二個成長曲線的離異數為 4,505.46，自由度為 7，兩者之差為 7.65，此差距服從自由度為 3

的卡方分配，考驗結果未達到顯著（p＝ .49），表示兩模式之間並無差異，使用簡化之線性模

式即可。據此，抗壓信念採用線性成長模式，以檢驗教師創意教學信念中的抗壓信念是否存

在不同的截距與斜率。在非條件化成長模式中，抗壓信念初階段之固定效果 β00＝4.16（SE

＝ .03, t＝138.46, p ＜ .05）達到顯著水準，成長率 β10＝0.008（SE＝ .0026, t＝3.07, p ＜ .05）

達到顯著水準。因成長率 β10為正值，且達顯著水準，可知教師創意教學自我效能中的抗壓信

念為一線性向上的成長趨勢圖形。隨機效果部分，測量個人成長線性參數變異情形之估計值，

截距項 r0i的變異＝0.279，達到顯著水準（p ＜ .05），成長率 r1i的變異＝0.0003，也達顯著水

準（p ＜ .05）。結果指出，截距項與一次項之變異皆達到顯著，表示在教師創意教學自我效

能中的抗壓信念間之截距及斜率存在顯著差異。再者，比較此模式與虛無模式可知，抗壓信

念層次一時間變項所解釋的變異數比例為 3.65%，即引進時間變數可以減少第一層誤差項的變

異數達 3.65%的程度。 

（三）條件化成長模式之層次二跨層次分析 

條件化成長模式之層次二完整模式如下所示，因為負向自覺、抗壓信念為線性成長模式，

所以公式中將少了平方項的部分。由前述分析可知，個別教師的負向自覺、抗壓信念在初始

狀態及成長速率存在顯著差異，而正向肯定在初始狀態成長速率、成長曲率存在顯著差異，

所以本研究進一步分析截距、成長速率及成長曲率的變異成分可否由層次二變項所解釋，而

納入層次二的變項包含有：有無進修、五大人格特質的親和性、勤勉性、外向性、神經質及

開放性等五個構面，其中有無進修為類別變項，並以性別為控制變項。 

Level 1: Yti＝π0i＋π1i 時間 ti＋π2i 時間
2

ti＋e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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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l 2: π0i＝β00＋β01性別＋β02親和性＋β03勤勉性＋β04外向性＋β05神經質 

＋β06開放性＋β07有無進修＋r0i 

π1i＝β10＋β11性別＋β12親和性＋β13勤勉性＋β14外向性＋β15神經質 

＋β16開放性＋β17有無進修＋r1i 

π2i＝β20＋β21性別＋β22親和性＋β23勤勉性＋β24外向性＋β25神經質 

＋β26 開放性＋β27 有無進修＋r2i 

其中，β01為男女性教師在正向肯定初階段的差距；β11為男女性教師在正向肯定線性成長

速率的差異；β27為有無進修的教師在正向肯定成長曲率的差異；β12為親和性在正向肯定成長

速率的調節效果；β22 為親和性在正向肯定成長曲率的調節效果，依此類推。其中，當依變項

為正向肯定時，則不存在一次項與二次項的隨機效果，而依變項為負向自覺與抗壓信念時，

則為線性成長模式，存在有一次項的隨機效果。其中需特別說明的是，性別在本研究中因缺

乏強有力的理論基礎論述，但又恐怕為另一影響因素，因此將它視為控制變項。控制變項最

重要的意義在於當入其效應後，檢視自變項對依變項的影響是否有所改變（是否消失或明顯

降低），而本研究在比較性別存在與不存在模式中的兩個模式後發現，五大人格特質與進修與

否對於創意教學自我效能的影響並未有改變，所以本研究在後續的解釋即將性別納入模式中

一併解釋。 

首先，進行條件化成長模式來瞭解層次二的教師個體變項對正向肯定初始狀態的直接影

響效果，結果如表 2所示。經條件化成長模式分析結果，在性別、親和性、勤勉性、外向性、

神經質、開放性，以及有無進修等變項均達顯著水準（β01＝0.0003, t＝4.76, p ＜ .05; β02＝

0.152, t＝2.07, p＝ .038; β03＝0.199, t＝3.13, p＝ .002; β04＝0.317, t＝5.63, p ＜ .05; β05＝

0.167, t＝3.30, p＝ .001; β06＝0.290, t＝5.02, p ＜ .05; β07＝0.097, t＝2.35, p＝ .019），表示

親和性、勤勉性、外向性、神經質、開放性程度愈高的教師，其創意教學自我效能中的正向

肯定在初始狀態就愈高，且男教師的正向肯定也會明顯高於女教師，有參加相關進修的教師，

也會高於沒有參加進修的教師，此結果與過去研究，如姚如芬（2006）大致相符。進一步進

行斜率預測模式，分析層次二的教師個體變項在正向肯定的線性成長速率（指截距等於零時

的切線速度）及成長曲率的調節效果，結果如表 3 所示。層次二教師個體變項中的性別（β11

＝0.00015, t＝10.01, p ＜ .05）、有無進修（β17＝0.027, t＝2.35, p ＜ .05）及五大人格特質中

的神經質（β15＝-0.039, t＝-2.43, p ＜ .05）確實有顯著不同的成長速率，由表 2中的係數 β11

＝0.027為正可知，男教師的成長速率高於女教師，且由 β17＝0.027為正可知，有參加進修的

教師其成長速率高於未參加研習的教師；而五大人格特質中的神經質係數 β15＝-0.039 為負可

知，若教師的神經質愈高，則正向肯定下降的速度將愈快。再者，教師個體變項中的性別（β21

＝-0.000013, t＝12.42, p ＜ .05）、有無進修（β27＝0.00035, t＝2.36, p ＜ .05）及五大人格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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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正向肯定的階層線性模式分析結果摘要 

 虛無模式 非條件化成長模式 條件化成長模式 

 係數 標準誤 t值 係數 標準誤 t值 係數 標準誤 t值 

固定效果 

初階段創造力技能（π0i） 

β00 4.520 .0226 199.97* 4.458 .029 152.43* 4.40300 .028700 153.40*** 

β01       0.00020 .000050 4.76*** 

β02       0.15200 .073400 2.07*** 

β03       0.19900 .063500 3.13*** 

β04       0.31700 .056300 5.63*** 

β05       0.16700 .050500 3.29*** 

β06       0.29000 .057700 5.11*** 

β07       0.09700 .041200 2.35*** 

成長率（π1i） 

β10    0.021 .0065   3.15* 0.02600 .009300 2.79*** 

β11       0.00010 .000020 10.01*** 

β12       0.02900 .019200 1.50*** 

β13       0.01200 .018400 0.63*** 

β14       0.01000 .015900 0.65*** 

β15       -0.03900 .015900 -2.43*** 

β16       0.02400 .016300 1.49*** 

β17       0.02700 .011500 2.35*** 

加速度（π2i） 

β20    -0.0011 .0005 -2.30* 0.00100 .000700 1.78*** 

β21       0.00001 .000001 12.42*** 

β22       0.00200 .001400 1.39*** 

β23       0.00007 .001330 0.05*** 

β24       0.00050 .001100 0.44*** 

β25       -0.00220 .001110 -1.96*** 

β26       0.00190 .001120 1.66*** 

β27       0.00030 .000960 2.36***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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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正向肯定的階層線性模式分析結果摘要（續） 

隨機效果 

 變異數 

成分 
χ2 p值 

變異數

成分 
χ2 p值 

變異數 

成分 
χ2 p值 

eti 0.1837   0.1643   0.1732   

r0i 0.2362 3,377.93 ＜.001 0.3202 1,689.90 ＜.001 0.1123 1,951.63 ＜.001 

r1i    0.0011  548.98 ＞.500    

r2i    0.0000  523.52 ＞.500    

*p ＜ .05. **p ＜ .01. ***p ＜ .001. 

 

質中的神經質（β25＝-0.0022, t＝-2.36, p ＜ .05）確實有顯著不同的成長曲率，由表 2中的係

數 β27＝0.00035為正可知，有參加進修的教師其成長曲率高於未參加進修的教師，且女教師下

降的成長曲率明顯高於男教師；由五大人格特質中的神經質係數 β25＝-0.0022為負可知，若教

師的神經質程度愈高，則正向肯定的成長曲率下降幅度將愈明顯。由此分析可知，本研究的

假設二、三、四、五成立。 

而在隨機效果中，截距項變異量為 0.1123（χ
2
＝1,951.63, p ＜ .05），仍達顯著水準，表示

教師創意教學自我效能中正向肯定的截距項可能還受到其他變項調節影響。層次二完整模式

再與虛無模式比較可知，在正向肯定層次二教師個體變項所解釋的變異數比例為 11.92%，即

引進時間及層次二教師個體變項可減少第一層誤差項的變異數達 11.92%的程度，對照層次一

包含有時間變項的模型，再增加了 1.34%的變異解釋量，所以在層次二所引進的教師個體變項

對於正向肯定成長趨勢仍是有些許的貢獻。 

接下來以條件化成長模式來瞭解層次二的教師個體變項對負向自覺初始狀態的直接影響

效果，結果如表 3 所示。經條件化成長模式分析結果，在性別、勤勉性、外向性、神經質、

開放性及有無進修等變項均達顯著水準（β01＝-0.00069, t＝-8.95, p ＜ .05; β03＝-0.2049, t＝

-2.25, p＝ .025; β04＝-0.2314, t＝-3.08, p＝ .003; β05＝0.225, t＝2.96, p＝.004; β06＝-0.376, t＝

-4.73, p ＜ .05; β07＝-0.1125, t＝-1.99, p＝ .046），表示勤勉性、外向性、開放性程度愈高的教

師，其創意教學自我效能中的負向自覺在初始狀態就會較低，但神經質程度較高的教師則負

向自覺的程度也會較高，且女教師的負向自覺也會明顯高於男教師，沒有參加相關進修的教

師，也會高於有參加研習的教師。過去研究較少討論五大人格特質與創意教學自我效能的關

聯，因此，本研究的進行正可彌補此一研究缺口。進一步進行斜率預測模式，分析層次二的

教師個體變項在負向自覺的線性成長速率的調節效果。結果如表 3所示，性別（β11＝-0.000081, 

t＝-9.78, p ＜ .05）、有無研習（β17＝-0.0169, t＝-3.02, p＝ .005）及五大人格特質中的神經質

（β15＝0.0186, t＝2.42, p＝ .036）確實有顯著不同的成長速率，由表 3中的係數 β11＝-0.00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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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負向自覺的階層線性模式分析結果摘要 

 虛無模式 非條件化成長模式 條件化成長模式 

 係數 標準誤 t值 係數 標準誤 t值 係數 標準誤 t值 

固定效果 

初階段負向自覺（π0i） 

β00 2.981 .0246 120.99* -3.0280 .0321 -94.20* 3.090** .0408** 75.77*** 

β01       -0.0007* .00008* 8.96*** 

β02       -0.1294* .0998** -1.29*** 

β03       -0.2049* .0911** -2.25*** 

β04       -0.2314* .07512* -3.08*** 

β05       0.2252* .0760** 2.96*** 

β06       -0.3755* .0794** -4.73*** 

β07       -0.1125* .0574** -1.96*** 

成長率（π1i） 

β10    -0.0072 .0029 0-2.43* -0.0087* .0043** -2.02*** 

β11       -0.00008 .000008 -9.87*** 

β12       -0.0014* .0091** 0.15*** 

β13       -0.0132* .0091** 1.46*** 

β14       -0.0159* .0089** -1.78*** 

β15       0.0186* .0077** 2.42*** 

β16       -0.0093* .0087** 1.07*** 

β17       -0.0169* .0057** -3.02*** 

隨機效果 

 變異數 

成分 
χ2 p值 

變異數

成分 
χ2 p值 

變異數

成分 
χ2 p值 

eti 0.3970   0.3608   0.3607   

r0i 0.2359 1,857.32 ＜.001 0.3230 1,268.33 ＜.001 0.1985 978.75 ＜.001 

r1i    0.0011   709.51 ＜.001 0.0010 683.93 ＜.001 

*p ＜ .05. **p ＜ .01. ***p ＜ .001. 

為負可知，男教師的成長速率低於女教師，表示男教師負向自覺的成長會明顯低於女教師，

且 β17＝-0.0169為負可知，沒有參加研習的教師其成長速率高於有參加研習的教師；而五大人

格特質中的神經質係數 β15＝0.0137為正可知，若教師的神經質愈高，則負向自覺成長的速度

將愈快。至此，針對創意教學自我效能中的負向自覺而言，本研究的假設二、三、四、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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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而在隨機效果中，截距項變異量為 0.1985（χ
2
＝978.75, p ＜ .05）、平均成長率變異量為

0.00097（χ
2
＝683.93, p ＜ .05）均達顯著水準，表示教師的負向自覺仍有其他變項調節的影

響。此外，層次二完整模式再與虛無模式比較可知，在負向自覺層次二教師個體變項所解釋

的變異數比例為 9.13%，即引進時間及層次二教師個體變項可以減少第一層誤差項的變異數達

9.13%的程度，對照層次一包含有時間變項的模型，並未增加了變異解釋量，所以在層次二所

引進的教師個體變項對於負向自覺成長趨勢並無貢獻。 

最後，以條件化成長模式來瞭解層次二的教師個體變項對抗壓信念初始狀態的直接影響

效果，結果如表 4 所示。經條件化成長模式分析結果，在性別、勤勉性、外向性、開放性及

有無進修等變項均達顯著水準（β01＝0.00086, t＝13.70, p ＜ .05; β03＝0.2452, t＝2.98, p＝.003; 

β04＝0.1808, t＝2.47, p＝  .014; β06＝0.3331, t＝4.74, p ＜  .05; β07＝0.1019, t＝2.09, p

＝ .004），表示勤勉性、外向性、開放性程度愈高的教師，其創意自我效能中的抗壓信念在初

始狀態就會較高，且男教師的抗壓信念也會明顯高於女教師，有參加相關進修的教師，也會

高於沒有參加研習的教師。進一步進行斜率預測模式，分析層次二的教師個體變項在抗壓信

念的線性成長速率的調節效果。結果如表 4所示，性別（β11＝0.000253, t＝4.21, p ＜ .05）、

有無進修（β17＝0.01108, t＝2.26, p＝ .024）及五大人格特質中的外向性（β14＝0.0262, t＝3.39, 

p＝.001）確實有顯著不同的成長速率，由表 4中的係數 β11＝0.000253為正可知，男教師的成

長速率高於女教師，表示男教師抗壓信念的成長會明顯高於女教師，且 β17＝0.01108 為正可

知，有參加進修的教師其成長速率高於沒有參加進修的教師；而五大人格特質中的外向性係

數 β14＝0.0262為正可知，若教師的外向性愈高，則抗壓信念成長的速度將愈快。至此，針對

創意教學自我效能中的抗壓信念而言，本研究的假設二、三、四、五成立。 

而在隨機效果中，截距項變異量為 0.11358（χ
2
＝822.61, p ＜ .05）、平均成長率變異量為

0.00009（χ
2
＝557.97, p ＞ .05），除了截距外，成長速率的隨機效果未達顯著水準，表示教師

創意教學自我效能的抗壓信念成長速率已沒有其他變項調節影響。層次二完整模式再與虛無

模式比較可知，在抗壓信念層次二教師個體變項所解釋的變異數比例為 3.65%，即引進時間及

層次二教師個體變項可減少第一層誤差項的變異數達 3.65%的程度，對照層次一包含有時間變

項的模型，僅再增加了 0.01%的變異解釋量，所以在層次二所引進的教師個體變項對於抗壓信

念成長趨勢的貢獻是相當有限的。即便如此，引進層次二變項解釋教師創意教學自我效能的

成長趨勢仍有其重要性與必要性。如同前述，因為性別為控制變項，所以為何男、女性教師

會有不同對創意教學自我效能情況的影響，在缺乏理論基礎之下，恐怕僅能描述實證資料的

分析結果。至於可能的原因，需後續研究者將性別視為影響因素來探討，投入更多的相關研

究以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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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抗壓信念的階層線性模式分析結果摘要 

 虛無模式 非條件化成長模式 條件化成長模式 

 係數 標準誤 t值 係數 標準誤 t值 係數 標準誤 t值 

固定效果 

初階段抗壓信念（π0i） 

β00 4.216 .0226 186.57* 4.1650 .0301 138.46* 4.1430 .03290 126.06*** 

β01       0.0009 .00006 13.70*** 

β02       0.0322 .08870 0.36*** 

β03       0.2452 .08240 2.98*00 

β04       0.1808 .07310 2.47*00 

β05       0.0841 .06570 1.28000 

β06       0.3332 .07030 4.74**0 

β07       0.1019 .04870 2.09*00 

成長率（π1i） 

β10    0.0079 .0026   3.07* 0.0067 .00340 1.98*00 

β11       0.0003 .00006 4.21**0 

β12       0.0045 .00820 0.54000 

β13       0.0120 .00780 1.52000 

β14       0.0262 .00770 3.38**0 

β15       -0.0089 .00690 -1.28000 

β16       0.0039 .00750 0.52000 

β17       0.0111 .00490 2.26*00 

隨機效果 

 變異數 

成分 
χ2 p值 

變異數

成分 
χ2 p值 

變異數

成分 
χ2 p值 

eti 0.3339   0.32170   0.32170   

r0i 0.1984 1,857.13 ＜.001 0.27890 1,245.35 ＜.001 0.11360 822.61 ＜.001 

r1i    0.00032  ,698.25 ＜.046 0.00009 557.97 ＜.001 

*p ＜ .05. **p ＜ .01.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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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針對同一群在職進修的教師進行創意教學自我效能的追蹤調查，在蒐集 2 年的縱

貫性資料後，運用 HLM同時從時間縱貫性與多層次的角度來檢視教師創意教學自我效能隨時

間改變的情形，並探討在此過程中五大人格特質、進修與否對教師創意教學自我效能成長速

率的影響。以下就分析結果論述如下： 

（一）教師創意教學自我效能的負向自覺、抗壓信念呈現線性成長趨勢，而正向肯

定呈現先上後下發展的成長趨勢 

教師創意教學自我效能有正向肯定、負向自覺及抗壓信念三個構面，以正向肯定來看，

曲線開口向下，表示教師創意教學自我效能的正向肯定是呈現先上而後下的趨勢。抗壓信念

則為一線性向上的成長趨勢圖形；但是負向自覺則是一個線性向下的成長趨勢，表示隨著時

間的更迭，負向自覺是愈來愈少的。而正向肯定向下發展的時間點約莫是在第四學期，此時

間點多數是在職進修教師寫論文，準備畢業的時候，是否是因為這時間較為忙碌、壓力較大，

所以使得正向肯定開始下降，不得而知，有待更多研究投入加以檢證。 

（二）五大人格特質多對教師創意教學自我效能的初始狀態具有影響，但僅有外向

性與神經質對於成長趨勢有影響 

在層次二因素中，五大人格特質中的勤勉性、外向性及開放性，均對正向肯定、負向自

覺及抗壓信念的初始狀態有直接的影響，結果發現教師人格特質的勤勉性、外向性及開放性

程度愈高，則剛開始的正向肯定及抗壓信念愈好，但是負向自覺會較少。而親和性對正向肯

定的初始狀態有所影響，神經質則對正向肯定及負向自覺的初始狀態有影響，其中正向肯定

為負向影響。以對成長趨勢的影響來看，神經質對於正向肯定的成長曲率為負向調節，但對

於負向自覺的成長速率則為正向調節，表示神經質程度愈高的教師，其負向自覺的線性成長

速率將會愈快，表示愈神經質，負向自覺成長的速度會愈快，且正向肯定的平均成長曲率也

會愈低。另外，外向性對於抗壓信念的成長速率有影響，表示外向性程度愈高的教師，則他

的抗壓信念成長速率也會愈高。 

（三）有無進修對教師創意教學自我效能的初始狀態及成長趨勢具有影響 

有無進修對於創意教學自我效能中的正向肯定、負向自覺及抗壓信念的初始狀態，以及

成長趨勢都具有影響。且從細部分析結果來看，有進修的正向肯定與抗壓信念不論在初始狀

態或是成長速率都高於沒有進修；但是負向自覺卻是相反，不論在初始狀態或是成長速率都



 

46 蕭佳純創意教學自我效能發展 

是沒有進修高於有進修的教師，顯示有進修碩士學位對教師創意教學自我效能的發展確實有

幫助。 

二、理論的貢獻與討論 

本研究運用 HLM分析在職教師在參與進修碩士學位期間，對於創意教學自我效能的提升

情形，從實證的角度來看，在研究創意教學自我效能的領域中，少有研究以教師的創意教學

自我效能為主題進行縱貫性調查，更少有研究以在職進修碩士學位的教師為研究對象，採用

縱貫性分析的角度瞭解他們進修後對於創意教學自我效能的成效。所以本研究的進行不僅可

窺探教師進修碩士學位的成效，更可彌補創意教學自我效能對於縱貫性研究缺乏的缺口。除

此之外，本研究也分析了五大人格特質、進修與否對於創意教學自我效能發展趨勢的影響，

故本研究有助於研究創意教學自我效能的學者們進一步瞭解不同層次因素對於科學創造力創

意教學自我效能成長趨勢的影響，對於理論的發展具有貢獻。 

就理論面的貢獻而言，本研究在 2 年的四次調查之後發現，創意教學自我效能的負向自

覺、抗壓信念呈現線性成長趨勢，而正向肯定呈現先上後下發展的成長趨勢。表示教師的創

意教學自我效能隨著時間的更迭，抗壓信念會愈來愈強、負向自覺會愈來愈削減、而正向肯

定會先逐步上升後再下降，這樣的發展趨勢，對於進修與未進修學位的教師來說，也有不一

樣的發展速率。其中有進修的教師抗壓信念的上升速度、負向自覺的下降速度都明顯優於未

進修的教師；而正向肯定的上升速率也是優於沒有進修的教師。這代表的意思是，對教師而

言，在實際的教學場域，不論教學的需要、學校的要求、甚或是自我精進的動力，都有可能

促使教師的創意自我效能愈趨向正向的發展，所以正向肯定、抗壓信念就會愈來愈高，而負

向自覺也會愈來愈少。這種情形對於有參與進修的教師來說更是明顯，可能原因在於，進修

學位的教師因處於教育相關研究所中，即使不是與課程、教學息息相關的系所，但在教育相

關領域的環境中，所接觸的教育實事、趨勢，或者是發展，恐都與創意、創新脫離不了太大

的關係，所以在這樣的環境薰陶下，或許是促使在職進修教師創意教學自我效能發展趨勢明

顯優於未進修教師的可能原因。 

除了進修與否對於創意教學自我效能的成長趨勢具有影響之外，本研究也討論了五大人

格特質的影響，就成長趨勢的影響來看，神經質對於正向肯定的成長曲率為負向調節，表示

愈神經質的教師則他們的正向肯定上升速度會較緩，但是下降幅度也會較緩。表示較神經質

的教師，可能對於新事物、新觀念都會抱持著比較保守的作法，也比較不容易踏出新的一步，

所以對於自己創意教學自我效能的評估也可能會趨於保守，所以不論是上升或下降的幅度都

會略低些，較不會呈現大幅變動的情形。此外，愈神經質，負向自覺成長的速度會愈快，表

示較神經質的教師，判斷個人無法達成教學創新的能力以及影響學生學習能力的程度也會較

高，換言之，自信也較缺乏。另外，外向性對於抗壓信念的成長速率有影響，表示外向性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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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愈高的教師，抗壓信念成長速率也會愈高，因外向性高的人善於社交，他們活潑也喜歡參

與團隊討論，也可能擁有較高的人脈與人際資源，所以當遇到創意上的困難或是處在不利於

教學創新環境時，可以尋求外界的協助並堅持克服困難，換言之，教師知覺自己對創意教學

信念堅持的程度還是可能會逐漸提升，抗壓信念也會逐漸提高。 

三、建議 

（一）針對在職教師發展創意教學自我效能的建議 

1. 協助營造教師發展創意教學自我效能的環境 

從本研究結果可知，教師的抗壓信念是呈現線性上升的趨勢，負向自覺是線性下降的趨

勢，而正向肯定是先上後下的趨勢，可見得，在無任何其他影響因素的情形下，教師的創意

教學自我效能是逐漸增加的。所以，教師本身需提升自己的能力與自信心，主動尋求並虛心

接受學校前輩給予的建議，積極地參與學校所主辦的活動或研習，藉此快速強化自己創意教

學自我效能。教師若對創意自我效能程度愈高，愈有可能發展出創造力教學表現，所以學校

可提供對於教師本身或是在教師同儕之間相關的專業研習與討論，提升教師對於創意教學的

自信心，進而激勵教師對於自我的正向肯定及抗壓信念。除此之外，提供學習者成功的學習

經驗是一個有效提升正向自我肯定的作法。成功是使人進一步努力的重要因素，而失敗則會

令人怯步，所以，不論教師是否參與碩士學位進修，在職的學校端與學習的大學端，都應提

供教師有成功的學習經驗。尤其當教師缺乏完成創意教學的自信心時，學校及同事應給予成

功的機會，促使教師重拾學習的興趣與好奇感，並藉由成功經驗的獲得進而提升個人的自信

心。 

2. 校方可多花心思瞭解教師的人格特質 

首先，本研究發現，教師的五大人格特質會對正向肯定、抗壓信念產生正向影響，其中，

會對負向自覺產生負向影響。尤其外向性會正向影響抗壓信念的向上發展速率，而神經質會

負向影響正向肯定的向上發展曲率，以及正向影響負向自覺的向下發展速率。所以，建議當

學校在進行教師的招募甄選或組成創新團隊時，除了考量教師的學經歷、教學績效等因素之

外，亦可多花時間、心思來瞭解教師的人格特質，藉由教師的人格特質來預估未來適合擔任

的角色。除此之外，也需特別注意神經質人格特質較為強烈的教師，因為這會使得正向肯定

愈來愈差以及負向自覺愈來愈強烈，所以學校需注意，如果有較為神經質的教師發出任何警

訊時，學校應及時協助與輔導，避免影響創意教學自我效能的發展。 

3. 鼓勵教師進修研究所教育，以提升創意教學自我效能 

本研究發現，有在研究所進修學位的教師，不論在正向肯定、抗壓信念的初始狀況與成

長速率，都會明顯高於未進修學位的教師；且他們負向自覺的初始狀況與成長速率，也會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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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低於未進修學位的教師。這可能是因研究所學歷的教師所接受的課程培育更為專精與自

主，愈熱衷於學習，對自我的專業要求也高，因而能將對學習研究的精神與專業知能運用在

自己的教學上，所以對於創意教學自我效能也就愈高，換句話說，愈有信心進行創意教學。

所以，學校應鼓勵教師不斷進修並接受研究所教育，除了可隨時瞭解最新的教育新知外，更

可以瞭解自己在教學上的問題並進行深究、反思，進而增進自己的創意教學自我效能。再者，

學校及相關行政單位除了繼續鼓勵學校辦理研習活動，促進教師交流，由有經驗的教師輔導

其他教師，解決教學問題之外，也可多加利用多媒體教材或網路資源，使教師克服時間或交

通因素，達成進修目的。 

（二）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 

首先，因本研究採取立意抽樣，因此難免有抽樣偏誤的問題，雖然是進修教育相關碩士

科系，仍有一些歧異性，例如幼兒教育、成人教育，可能影響研究的外在效度。但因本研究

是採縱貫性研究的調查方式，所以樣本在每一次調查的配合度相當重要，在考量流失率的情

況下，採用立意抽樣是不得不的選擇，而研究者也盡可能的蒐集與教育、教學關聯性較高的

系所，例如課程與教學、教育等。因此建議未來研究者，可以花更多時間在資料的蒐集上，

先行調查瞭解母群的分布情形後，採用分層隨機抽樣，以避免研究結果的偏誤。第二，本研

究在四個時間點施測創意教學自我效能，以進行成長歷程的研究。然創意教學自我效能量表

並無四套複本可以使用，四次都使用同一套量表，是否會有練習以及疲勞的效果，在本研究

是很難區分出來的。所以教師創意教學自我效能的成長現象是否有可能肇因於練習及疲勞的

結果不得而知，這將是本研究最重要的限制與問題所在。所以本研究在研究結果的解釋相當

謹慎，但仍建議未來研究者在討論創意教學自我效能的長期追蹤調查時，可以尋找或使用不

同複本的創意教學量表，以解決本研究疑慮。最後，相較於國外縱貫性研究動輒上 10年的研

究來看，本研究的縱貫研究中四波的調查其實前後僅歷時 2 年左右，就教師創意教學自我效

能發展而言，時間較短。雖然追蹤時距過短，研究者還是藉由統計分析參與者在四次調查間

態度變化的情形，本研究建議未來相關研究可以延長調查時間，增加縱貫性研究的說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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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elf-efficacy for creative teaching is a primary anteced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reative 

teaching. In consideration of the current emphasis on creative teaching, in-service trainee teachers 

studying for master’s degrees and their colleagues were surveyed regarding their growth of 

self-efficacy for creative teaching. The effect of personality traits and in-service training on initial 

state of self-efficacy for creative teaching and the time dependence of this self-efficacy were 

determined in this study. A total of 252 teachers were recruited and completed four surveys over a 

2-year period; 126 of the participants were studying for master’s degrees. Analysis through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 revealed the following: (1) The stress-resistance faith of teachers’ 

self-efficacy for creative teaching linearly increased with time, whereas negative self-consciousness 

linearly decreased. Positive appreciation first increased and then decreased. (2) In-service trainee 

teachers were found to clearly outperform their colleagues who were not receiving training with 

regards to growth of positive appreciation and stress-resistance faith and mitigation of negative 

self-consciousness. (3) The personality traits of extraversion and neuroticism affected the growth 

trend of self-efficacy for creative teaching: neuroticism was found to reduce the growth rate of 

positive appreciation but enhance that of negative self-consciousness, whereas extraversion was 

discovered to positively affect the growth rate of stress-resistance faith. According to these results, 

suggestions are made for the reference of relevant actors. 

Keywords: creative teaching, longitudinal research, self-efficacy for creativ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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