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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目的係建構高中職學生藝術創造力影響指標，範圍包括視覺藝

術、音樂及戲劇三方面。經文獻探討提出六個影響藝術創造力構面作為研究

架構：1. 人格特質，2. 環境，3. 學習，4. 能力，5. 思考歷程，6. 作品。立

意取樣全國性藝術類比賽榮獲優勝之團體或個人為研究對象，經選取 4 人及 1

團體進行深度訪談，訪談結果整理出藝術創造力指標初稿，再由兩組專家群

（高中職教師專家和學者專家）進行精釋研究，最後建構 56 項藝術創造力影

響指標。藝術創造力影響指標之重要程度經 Goodman-Kruskal Gamma 係數計

算，兩組專家群對指標之重要性看法一致性高，評分者間信度佳，計有 32 項

指標被列為重要性指標。研究發現，重要指標數量以人格特質面最多，次為

能力，依序再為環境、學習、思考歷程及作品。 

關鍵詞：指標、高中職、創造力、藝術、藝術教育 

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construct the influencing indicators of 

artistic creativity for senior high and vocational high school students.  The scope 

included three aspects: visual arts, music and drama. This study proposed 

six-aspect constructions which influenced artistic creativity achievement, such as: 

1. personality; 2. environment; 3. learning; 4. ability; 5. thinking process; and 6. 

product.  Four persons and one group, who won the award of a nationwide 

arts-class competition, were given an in-depth interview, and the results supported 

the artistic creativity checklist. Two specialist groups (senior high school teachers 

and scholar specialists) participated in the Hermeneutics studies.  Finally, 56 arts 

creativity indicators were worked out.  The important condition of the creativity 

indicators were calculated with Goodman-Kruskal Gamma.  The viewpoints of 

the importance of these indicators by the two specialist groups were nearly 

identical. The reliability was very high.  There were 32 indicators listed as the 

important indicators in this study, and the result of this study found that the aspect 

of personality wa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rts creativity, 

the ability was next, followed by the environment, learning, thinking process, and 

product. 

Keywords: arts, creativity, indicator, senior high and vocational school, art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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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創造思考是人類所具有的稟賦，也是促進社會進步的原動力，創造力的重要性對

人類社會而言不容小覷，無論是人類文明的進步或是文化的提升，都與創造力息息相

關。從我國政府政策的推動方向來看，舉凡教育部、經濟部、國科會等部會，皆著力

於推動創造力有關方案，而社會各界也不斷推出各項有關創造力的競賽活動（教育部，

2002）。世界各國皆將創造力的提升列為國家重要的發展項目，創造力對人類經濟與社

會的發展影響很大，創造力的培養已成為教育無法忽視的議題。 

創造力是一個心理和社會的歷程，並涉及新概念的產生，是藝術的根基（Parker，

2005）。藝術領域的範疇較為彈性，藝術的創作也往往不受限於形式和內容，允許人們

展現天馬行空的想像力，羅美慧（2005）認為擁有偉大創造力的人，大多來自於藝術

領域。Zimmerman（2006）提出創造力的表現會因人、文化的不同而產生差異，但每

個人都有創造的潛能，只要提供適當的機會供其表現即可，這正說明了人人皆可為創

造家的想法。 

高中職學生需以合宜方式來發展其藝術創造力，經由有系統的計畫性培育，才有

利於啟發學生的藝術潛力。藝術創造力影響指標能夠提供教育單位或教育當局，有關

藝術教育計畫擬定、學生藝術創造力課程安排、以及啟發創造力環境的佈置等之參考。

Cuttance（1990）認為指標代表一種指引，並藉此了解並測量事物的質或量。善用指標

就能針對教育的背景、過程、結果各層面的表現進行檢視，做為管制教育品質的手段

（Elliott，1991）。具體而言，藝術創造力影響指標在教育上之應用包括：1. 發展創造

力影響因素衡量工具之參考；2. 課程發展與教學改善之參考；3. 教育政策擬定之參

考。因此，藝術創造力影響指標的建立可對創造力多一分瞭解。近年來藝術學門愈來

愈重視創造力在教育上所扮演的角色，並且試圖建立創造思考歷程的理論模式以及發

展創造力評量（林小玉，2005；Webster，1991）。國內外有關藝術創造力議題方面的研

究仍然缺乏，故促使研究者探討之，此為本研究動機之一。 

教育部公佈「普通高級中學課程暫行綱要」及「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網要—藝術群」

（教育部，2004，2008），課程綱要中所指之藝術科目包括音樂、美術與藝術生活三類，

希望藉由涵養體察和鑑賞環境、文化及藝術之美，運用週遭資源，表現自我特質與潛

能，積極創新以提升日常生活品質。課程綱要指出創造力在藝術領域中的重要性，高

中職學生之藝術創造力有深入探究之必要，此為本研究動機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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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領域寬廣，各領域藝術家之才能不相同。藝術家的共通才能包括手藝、知覺

靈敏力、創造的想像力、美感判斷力與發現創造問題的能力（毛連塭、郭有遹、陳龍

安、林幸台，2000；Meier，1939）。吳明雄、黃文振和許春梅（2008）認為任何學科

或知識領域的創新，其心智運作歷程相類似，而創新產出物之不同，則源於其心智運

作的素材之相異性，心智素材為個體之知識、技術與經驗，也就是創作時所用的心智

運作材料。因此，各領域之創作心智運作歷程相類似，尤其相近之領域，至少有相當

大的部分是相通的，這可以說明「藝術群」群集課程產生的背景。本研究認為藝術創

作所展現的心智運作模式，以及影響其創造力之因素，應有其共通之成分。建立高中

職學生藝術領域之創造力影響指標，此為本研究之目的。 

二、研究範圍與限制  

藝術包括美術、音樂、舞蹈、戲劇…等，不同領域或學門的創造力內涵有其獨特

性，本研究專注於發展藝術創造力的共通性影響指標。藝術涵蓋面極廣，受限於人力

與時間，以及樣本來源限制，本研究將研究範圍設定在視覺藝術（繪畫及平面設計）

與表演藝術（音樂、戲劇），針對多起具代表性的個案加以分析探討。 

本研究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質化研究，第二階段為量化研究。質化研究之

過程難免受到諸多因素影響，例如：受訪對象、教師專家及學者專家名單係以立意方

式產生、受訪者的表達能力與記憶狀態、訪談方式以及環境氛圍的影響、專家的討論

氣氛與討論時間的限制等，這些因素均可能對研究產生影響，此為本研究之限制。 

貳、文獻探討 

「創造力」（creativity）向來是各領域學者、專家不斷討論的議題，創造力的定義

一直未有定論，歸納創造力的定義可分為五類：1. 創造力是一種能力，是運用想像去

創造新構想或新事物的能力（Macmillan Essential Dictionary，2003）。2. 創造力是一種

歷程，係透過心理過程運作而產生令人印象深刻的新奇產品（Halford & Wilson，2002）。

3. 創造力為人格特質之表現，創造性人格特質為創作者所具備（Csikszentmihalyi，

1996）。4. 環境對創造力有決定性影響，創作無法逾越道理，豐富的環境資源有助於創

作（Klamer & Petrova，2007）。5. 創造力是經驗的表現，創造力係在教育與環境適應

中習得（曾惠青，2006；葉玉珠、葉玉環、李梅齡、彭月茵，2006）。6. 創造力是指創

造新奇與有用的成品，創造力的產品必須是新奇的、適切的、有用的、正確和有價值

的（Amabile，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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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創造力極為複雜，受限於單一理論或現象無法完整說明何謂創造力，以及創

造力的形成過程。自 Rhodes（1961）指出創造力有四要素，包括創造者（person）、

歷程（process）、產品（product）和環境（place）以來，採用系統觀點的學者愈來愈

多，並且認為創造系統中的元素彼此交互影響，此系統論觀點又稱為匯合觀點，並且

成為近代創造力研究的發展取向。Sternberg（1988）即認為創造力包含智力、認知思

考及人格動機三個要素，強調三者具有交互作用。Amabile（1983，1996）曾提出創造

力成分理論，指出創造力的形成受到四種要素所影響，包括領域相關技能、創造力相

關技能、工作動機及社會環境，Amabile 特別強調環境因素會對內外在動機產生影響。

Sternberg 提出創造力投資理論指出，創造力的個人及公司有六項資源必須投資，包括

知識、智能、思考型態、動機、人格特質和環境（Sternberg、O’Hara & Lubert，1997）。

Csikszentmihalyi（1999）指出創造力由領域、學門、以及個人等三個要項構成，認為

一個人是否具備創造力並非取決於其個人特質，還要視其所創造出的新奇事物有無被

領域的守門人所接受，個人若未受領域薰陶就不可能有創造力，而創造力也只在既有

的學門裡方能展現出來。葉玉珠（2000）認為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組織環境及社會

文化體系是影響創造力發展的主要環境因素。由以上可知，創造力呈現多個面向，非

常複雜而很難給予明確的定義，創造力受到非常複雜的多變數所影響（王千倖，2000）。 

國內外有關創造力人格、一般創造力思考，以及國中小學創造力教學等方面的研

究相當豐富，之後創造力的研究範疇擴及專門領域，例如科學創造力與技術創造力方

面的研究，至於人文藝術在創造力方面的研究相較之下顯得極微，藝術創作力之探討

涉及創作之意念與情感，較之其他專門領域更為複雜。藝術是存在於生活之中，藝術

反映現實，但不是反映現實的單純現象，它真確地表現人性、行為、喜樂、痛苦等人

類的諸多現象（林群英，2002）。藝術家將和諧永恆的宇宙韻律以及天人之合的境界，

視為藝術創作的最後目的和最高境界（吳毓華，2005）。藝術的表現在作品或表演，藝

術最重要的本質在於創作，藝術家關注內在的、本質的探討與呈現，影響藝術創造力

的因素更形錯綜複雜。 

本研究依前述創造力是「能力、歷程、人格特質表現、環境影響、經驗呈現、作

品表現」六個定義，從創造力的匯合觀點，經文獻探討後歸納獲得影響創造力有六個

構面，包含「人格特質面、環境面、學習面、能力面，思考歷程面、作品面」。依這六

個創造力構面，以下分藝術創作者人格特質、藝術創作環境、藝術創作學習、藝術創

作能力、以及藝術創作歷程、藝術作品鑑賞與批評等六個單元，探討藝術創造力及其

影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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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藝術創作者人格特質  

藝術創作者的人格特質，對於藝術作品的風格具有決定性之影響，然而藝術家的

人格特質呈現多元及複雜的現象。謝修璟（2002）指出在藝術史上，許多傑出的創作

者有一種將互不相干的諸元素結合在一起的特質，能使諸元素產生關聯，並形成新的

模式。鄭昭明（2004）認為具創造力者其人格特質包含獨立性、不從眾、言行與思想

不因襲傳統、具叛逆性、具憂鬱性格、善於變通、感到安寧與幸福、自我接受但比較

缺乏自我控制、不必關心在別人面前是否有好印象等諸多特質。Csikszentmihalyi（1996）

提出有關創造力的十組複合性人格特質，並認為這些特質或許是創造性人物最明顯的

特徵，其特質如下：1. 往往精力充沛，但又經常沈靜自如；2. 向來聰明，但同時有點

天真；3. 責任心與無所謂的態度；4. 想像、幻想與現實；5. 兼具內向與外向；6. 同

時具備不尋常的謙卑與自豪；7. 性情包含陽剛與陰柔；8. 比較叛逆、獨立，但在某種

程度上，一定是傳統主義者；9. 對工作熱情，但又能極為客觀；10. 開放與敏銳，因

此經常陷於悲喜交雜之境。 

Csikszentmihalyi（1996）曾經根據羅剎克主題統覺測驗等投射測驗，研究藝術家

的反應，發現較有創意的藝術家，其回應是較具有原創性的，包含不尋常、豐富的、

周詳的成分，他們所見到的新穎事物是根植於現實之中，但不像一般人提出古怪的答

覆。藝術創作者的人格特質並非一成不變，人格特質係指一種傾向，並非絕對性的闡

述，行為學家或心理學家也不能獨斷地表示獨立性為藝術家的人格特質，或明確表示

謙卑或自豪為藝術家的特質。 

藝術品風格與藝術創作者人格特質存在關聯，不同人格特質的藝術家可能創造出

風格迴異的作品。本研究所探討的藝術創作人格特質，不涉及創作者個人風格，係專

指有助於藝術創作者創作作品的共通性人格特質，包含專業人格特質（例如：對藝術

有興趣）與一般人格特質（例如：堅毅）。 

二、藝術創作環境  

環境雖然被視為一種外在因素，但環境可能影響個人心理，間接影響藝術創作。

陳朝平（2000）認為區域性（或民族性）及時代性是影響藝術創作的背景因素，藝術

家在生活環境中，一方面受到傳統藝術文化的薰陶，另一方面與同時代藝術家或藝術

品接觸，因此影響其創作。Taine（1918／2004）認為某種精神氣候（風俗習慣、時代

精神）能產生某種才幹，當氣候改變才幹的種類也隨之而變，不管複雜或簡單的情形

之下，環境決定藝術品的種類，環境只接受與它一致的品種而淘汰其餘的品種。 

藝術創作環境與創造力的培養具有相當大的關係，Klamer 和 Petrova（2007）認為



高中職學生藝術創造力影響指標之研究 

藝術教育研究 7 

一個可以提供很多創作資源且富有的環境，對於創造的過程是很有幫助的。謝修璟

（2002）曾提出四種創造力培養的方法，包括：1. 自我發現法：為了認知物體而採取

主動的行動，去發現新的事物或經驗；2. 內在平衡法：人有學習的內在動機，會主動

地尋求新外來的刺激；3. 同輩影響法：強調社會傳遞的價值，同儕影響是其中一項；

4. 統整法：創作者對觀察對象的經驗形成知覺，是一種統整性的創造行為。這四種創

造力培養方法皆指出，人類無論是在適應、學習、認知或創作等各個處境，外在環境

刺激對人有很大的影響。 

環境對藝術創作可能產生影響，因此環境可以讓藝術的內涵產生變化，也可能影

響藝術創作品的形貌，相對地藝術具有時代性，藝術創作也可改變環境。本研究所指

之藝術創作環境，係專指有助於藝術創作者創作作品的支持性或激勵性環境。 

三、藝術創作學習   

藝術創作極為自由，但這並不是表示藝術創作不需要學習，藝術創作需經過觀察、

模仿與學習。藝術學習的目標在於藉由接近自然培養直覺、啟發創意思考能力與技巧、

開放式結果的教學支持自我學習的需求、以及訓練欣賞力、感受力與觀察力（曾惠青，

2006）。表演藝術極重視探索式學習，戲劇教學常藉由練習與表演，在戲劇過程中體驗、

探索、討論與澄清表演技巧與意念表達。我國傳統教育偏重於專才訓練與學科分化，

較不利於知識統整與創意激發，藝術美感與創新思維是人類多元智能極重要的領域之

一，藝術創新智能應受到更廣泛的重視，也應成為未來教育極重要的一環，藝術創新

與人才培育不僅是可欲的也是可能的（劉阿榮，2005）。 

無論任何學門，創造力的培養與啟發，皆為重要的教學目標，創意思考活動相當

強調學習者主體性的彰顯，學習者本身的創造性活動一直被鼓勵著，創造性作品的創

造力湧現在認識本質上，分組教學、學生間討論、作品報告與交互討論、賞析等強調

創意的課程，普遍地被應用（邱文彬，2006）。創造思考教學強調良好的教室情境與師

生互動關係，有助於發展創意思考教學成效，實行創意思考教學必須不斷地鼓勵學生

勇於突破慣性思考與創作方式，透過教學加強藝術欣賞的語彙，可強化學生對於藝術

欣賞知識的不足（黃秀雯、徐秀菊，2004）。 

藝術創作的組成成份分為三種，其一為結構成分（構造、組織），其二為實質成分

（文字、素材、音符、光影），其三為形上成分（意境、意念、意象、意涵），結構成

份與實質成分是作品的表徵，經意念表達以浮現作品的形上成分，無論是藝術的創作

者或觀賞者，都必須在形上成分有所提升，以產生對藝文作品更深層的見解，以及更

深層的創意（吳明雄、陳建宏，2007）。本研究之藝術創作學習，係專指有助於藝術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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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獲得創作能力的所有學習模式。 

四、藝術創作能力  

創造力係指產生新奇及適當產品的能力（Sternberg & Lubart，1996），一般認為創

造力分為流暢力（fluency）、變通力（flexibility）、獨創力（originality）、精進力（elaboration）

等四種能力（Guilford，1986），除此之外有些學者則認為創造力與智能有關。Gardner

（1983）提倡多元智慧論，根據神經生理的證據，認為人類有空間（spatial）智慧，這

種智慧是藝術家的特殊才能。Guilford（1957）將材料訊息分為視象、聽象、符號、語

意與行為等五大類，並且列出多達三十六種與藝術創造有關的智能。 

創造力的高低與感官知覺有相關，有些人對於色彩、形狀的靈敏度較高，或感受

性較強，那麼這些人可能在視覺藝術方面有較強的創作力。張秀綢（1981）曾比較國

內藝術科系（音樂和美術）與非藝術科學生之藝術創造力，發現藝術科系學生的圖形

創造思考能力高於非藝術科系學生，但在語文部份則無差異。Burkhart 和 Gilmore 

（1967）指出，積木設計測驗在空間因素得分高者，與其繪畫能力之間有正相關。智

力是多元的，Buck（1991）指出曾有一些人，其一般智力測驗成績偏低，但是表露在

繪畫上的才能與想像力卻異於常人。 

藝術才能的種類繁多並且難有定論，藝術才能包括手藝、知覺靈敏力、創造的想

像力、美感判斷力、以及發現創造問題的能力（毛連塭、郭有遹、陳龍安、林幸台，

2000；Meier，1939）。有關音樂方面的能力，毛連塭等（2000）轉引 Shuter-Dyson 的

說法，指出七種音樂才能，包括「音高聽力（pitch perception）、音色記憶力（tonal 

memory）、音色的重心感（feeling for tonal center）、諧和感與複調感（harmony and 

polyphony）、節奏感（rhythmic abilities）、欣賞力（appreciation）、身體肌肉之感應力

（kinesthetic perception）等。不同藝術領域某些能力之間融通的結果將有助於創造力，

Ward、Thompson-Lake、Ely 和 Kaminski（2008）表示，由音樂感受視覺的方式會得到

特殊且豐富的經驗（移動、質感、色彩及形狀），並且這可能提供一種動機的來源。本

研究的藝術創作能力，係指藝術創作者於創作作品時所需具備的基本與共通性專業能

力。 

五、藝術創作歷程  

創作是一種心智活動，創作歷程也就是心智活動的過程。藝術創作非一蹴可及，

林昭賢和黃光男（2002）認為藝術創作需要經過蘊釀與培育過程，如此才能達到通曉

事理、知曉物象、集積情感以及表現技能。藝術創作係有文理地表達情感，創作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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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動機有時是來自衝動，劉梅琴（2005）指出人類的衝動有兩種，一為佔有的衝動，

另一為創作的衝動，前者為動物的本能，後者為人類精神加諸於物質的自我實踐，藝

術衝動是人類的本能之一，有了藝術衝動才有藝術創作活動，藝術家受創作衝動的激

勵而產生藝術作品，是感情的抒發。 

陳朝平（2000）指出，藝術家創造藝術品的歷程是多樣的，由靜觀或觀察外界之

形，由形轉為意象，最後以作品來表現，是一種由外而內，再由內而外的創造歷程。

陳朝平進一步指出，有些藝術家直接由內在美感所發動，呈現由內而外放射的歷程，

有些藝術家則直接從媒材出發，在形成意象的同時，也考慮作品的效果。陳瓊花（1995）

亦認同藝術家從事藝術創造是從意象的蘊育到表現的過程，是從內創品到外創品的完

成，這個過程包括：1. 觀察（以感官覺知，並瞭解外界物象）；2. 體驗（以經驗或經

歷體會、認知人生中的各種物象）；3. 想像（經由思維聯結、組織、或重組某些舊經

驗、觀念、或物象等而成再生的表象）；4. 選擇（去蕪存菁的取捨）；5. 組合（一種

安排、結構或構圖）；6. 表現（外在形式的落實）等六項。 

藝術創作歷程不必然有一個固定模式，創作有可能隨時隨地發生。本研究的藝術

創作歷程，係指創作者經由創作動機，將創作素材植基於其創作能力，依其心智模式

從事思考及創作的整體歷程。 

六、藝術作品鑑賞與批評  

創造力通常被界定為產生新奇事物、理念或成果的能力，但能顯現新奇性或獨創

性的，並不一定就是創造力，因此由創造力所產生的事物、理念或成果必須是適切的、

有意義的、有價值的或對社會有益的（鄭昭明，2004；Sternberg & Lubart，1996），瞭

解藝術作品的鑑賞準則，和知道該如何創作同等重要。蔣勳（2000）認為缺乏創作經

驗的人往往會誤以為藝術的表現是一種漫無節制的發洩，事實上藝術的形式就像是對

氾濫的水流加以疏濬、引導、規範的工作，形式的完美常常是在漫長的時間中，被大

眾共同創作、模索、試驗、修正的最後結果。王秀雄（1998）指出藝術鑑賞與藝術批

評的區別，在於藝術鑑賞（art appreciation）是對美術作品的了解，如作品結構的分析、

作品意義的解釋、以及作品對觀賞者的影響，而藝術批評（art criticism）是指對作品

優劣及價值進行判斷。創造力是批判過程的結果，可能影響一個藝術家的行為

（Eysenck，1994）。 

邱文彬（2003）認為內容（content）與形式（form）為目前一般藝術理論家、藝

術史學家、與藝術創作家所共同認為構成藝術作品的兩大要件。藝術的種類很多，各

專門領域對於藝術創造力各有其學理，然而藝術學門仍有若干共通或相通之處。黃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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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1995）曾就「形式」提出「音樂造形」之藝術基本原理，該原理包含造形要素（包

含點、線、方向、形、色彩、質感）、形式原理（包含平衡、比例、韻律、對比、調和、

統一）、構成（包含重複、重疊、分割、位移、反置、特異、密集、變形）、完形（包

含接近性、類似性、連續性、閉鎖性）等四類，這些理念經由概念轉化，進而構成「音

點組織、音線組織、音塊組織、音面組織、及多元性音組織」的音樂造形理念。 

藝術欣賞是指對藝術品的一種直覺感受的心理活動（張武恭，2005）。陳玲萱（2005）

引述 Feldman 在 1967 年所提出的藝術鑑賞程序，包含描述、分析、解釋、判斷四個步

驟，此四個步驟為一種普遍性的藝術鑑賞方法。欣賞藝術品最基本的態度是抱持審美

的態度，面對藝術品的外在元素，由外在元素所呈現出來的特徵，以至於內在元素的

體會，經感覺、知覺、以至感情，進行藝術審美的享受（陳瓊花，1995）。魏怡（1994）

認為藝術修養只是為戲劇鑑賞力提供了靜止的條件，但鑑賞力的強弱卻側重體於審美

活動過程之中，一系列心理機制積極運轉的結果，而這一系列心理機制是靠感情帶動

起來的。 

藝術批評係指對藝術品的深入評斷，包含形式與內容的整體分析，並提出批評者

個人的結論（張武恭，2005）。現代一般意義上所稱之藝術批評，係指經由比較專業

的分析或引導，可以有助於對藝術有更深刻的認識與領悟。一般而言，理想的藝術批

評絕不會引導欣賞者走入兩極化情緒之中，而是提供欣賞者更多的可能、更多元化的

角度，去感受一個創作者思考的過程（蔣勳，2000）。Feldman（1967）認為藝術批評

最普遍被接受的目的之一為產生藝術品價值或等級的一些客觀陳述。張曉華（2004）

認為，對於戲劇的批評往往因個人的感覺、看法、知識背景的不同而有不同好惡、判

斷及認知，而批評對創作者和大眾的影響確實存在，以致常發現回應的意見使戲劇演

出或創作修正與調整。在音樂方面，馮效剛（2002）認為，音樂批評成為音樂藝術不

可或缺的部份，則是近代音樂藝術發展的必然結果。 

創作者可以運用各種藝術形式，展現獨特的內容及創作者的風格，不過藝術家較

關注的是「內在的」及「本質的」事物，這些事物需要有具體的材料、形式加以表達。

藝術的表達並無外觀上的限定，它可以是華麗的、寫實的，也可以是簡樸的、內歛的，

重點在於藝術各要素如何搭配得宜，以充分表達創作者的訊息。藝術作品或藝術表演

的功能之一是提供他人欣賞，觀賞者的感受或鑑賞者的評價，決定作品的價值。藝術

創作者有時可能會刻意忽視外界對創作品的鑑賞與批評，因為他們瞭解藝術的本質，

相反的有時創作者可能希望透過觀摩、他人指導及評價，來提昇創作的能力。本研究

定義「作品面」係指藝術創作者為產出預期或不預期作品過程中，依據創作者本身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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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特定對象的價值體系形成之規準，所創造出來具相當特徵的作品。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先質後量的研究方法進行，質的研究以半結構式訪談大綱進行深度訪

談，藉以探討藝術創造力的內涵與構面，並以精釋研究法發展藝術創造力影響指標；

量的研究則以 Goodman-Kruskal Gamma 係數檢定藝術創造力影響指標重要性與信度。

茲將研究架構、研究對象、研究方法與步驟、以及資料分析等說明如下：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根據匯合觀點之創造力理論，形成本研究藝術創造力模式之六個構面（如

圖 1 所示），分隔線內稱為構面層，由人格特質面、環境面、學習面、能力面、思考歷

程面交互影響，並且影響到作品面。分隔線外稱為創造力影響指標層，由構面層萃取

出人格特質面指標、環境面指標、學習面指標、能力面指標、思考歷程面指標及作品

面指標。 

 

人格特價面指標

思考歷程面指標

作品面
（作品之特徵）

人格特質面
（個人條件、興趣、態度等）

作品面指標

環境面指標

學習面指標

能力面指標

構面層

創造力影響指標層

圖例 影響路徑
萃取路徑
分 隔 線

環境面
（孕育創作之環境）

學習面
（創作學習歷程）

思考歷程面
（刺激、模仿、回憶等）

能力面
（具備之基本與專業能力）

 

圖 1 本研究之創造力模式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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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在探討高中職學生藝術創造力，研究對象選定在藝術領域競賽獲得最佳成

績的高中職學生，包含個人或團隊。然而比賽得獎優勝者皆為高中學生，恰巧無高職

學生入選。本研究選取富有創造力之創作及獲獎者為樣本，經研究者參考：(1) 94 年全

國美術比賽特優得獎者，(2) 94 年度全國樂曲創作與歌曲創作比賽得獎者，(3) 95 年度

教育部全國戲劇比賽得獎者，共篩選出五位高中職藝術創作者（如表 1 所示）。依序簡

介如下： 

1. 林○○  

為華江高中學生，從小就有參賽獲獎經驗，但以校內經驗居多，較正式的比賽及

獲獎經驗是從高中開始，且校外得獎也是從高中開始，本次受訪身份為 94 年度全國美

術比賽平面設計類特優得獎者、95 年度北市西區美術比賽平面設計第三名，優勝得獎

作品名稱為「東窗『弒』發-防治兒童家庭暴力海報」。 

2. 黃○○  

為中正高中美術班學生，從國小六年級便開始畫畫，國中、高中皆為美術班學生，

得過許多美術比賽獎項，如行天公人文獎、陽明山寫生比賽及國中、高中每年之學生

美展比賽得獎（北市北區皆為第一、全國比賽皆有入選，本次得到特優），受訪身份為

94 年度全國美術比賽水墨畫特優，得獎作品為「八千里路雲和月」。 

3. 陳○○  

為新店高中音樂班學生，從 5 歲便開始學鋼琴，6 歲參加彈琴創作比賽，有豐富的

比賽經驗，得過許多獎項，近年計有 2005 第一屆亞太盃音樂大賽第三名、2006 年第二

屆亞太盃音樂大賽第二名、台北文化盃低音管高中音樂組第一名，以及 94 學年度音樂

比賽鋼琴高中職 A 組優等許多獎項。 

4. 黃○○  

為三重高中學生，自 4 歲開始練琴，小學開始嘗試作曲寫作，國中就讀音樂班，

高中時因為老師的影響，開始從事作曲創作，與音樂比賽比較起來作曲比賽種類較少，

於高中時期參加過 3 次作曲比賽，並獲得 94 年高中職樂曲創作與歌詞創作比賽第一名。 

5. 海山高中團體訪談  

該團體屬於戲劇類創作表演參賽獲獎者，由其指導教師推薦 3 位同學接受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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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受訪者為簡○○、賴○○及邱○○三位同學，此團體於 95 年度參與教育部「95

反思家庭暴力全國戲劇競賽」第一名。 

表 1 高中職階段藝術創造力調查對象之基本資料 

得獎人／作品名稱／類別 獎項／名次 
就讀／畢業

學校 

林○○／東窗弒發─防治兒童

家庭暴力／平面設計類 

94 年度全國美術比賽平面設計類（普通班）／ 

特優 
華江高中 

黃○○／八千里路雲和月／ 

美術─水墨畫 
94 年度全國美術比賽水墨畫/特優 中正高中 

陳○○／指定曲、自選曲／ 

音樂 

2005 第一屆亞太盃音樂大賽／第三名 

2006 年第二屆亞太盃音樂大賽／第二名 

台北文化盃低音管高中音樂組／第一名 

94 學年度音樂比賽鋼琴高中職 A 組／優等 

新店高中 

黃○○／現場即時創作／ 

樂曲創作 
94 年高中職樂曲創作與歌詞創作比賽／第一名 三重高中 

海山高中（簡○○、賴○○及

邱○○）／ 多想 1 秒鐘／ 

戲劇創作 

95 反思家庭暴力全國戲劇競賽／第一名 海山高中 

 

全國美術比賽平面設計類實施要點其目的即為增進學生美術創作素養，且要求作

品是以創作為主，各類不得臨摹。音樂比賽雖採用演奏方式，但表演者如何詮釋樂曲，

以及演奏技巧如何靈活創新運用，也是創意的表現。高中職樂曲創作比賽與歌詞創作

比賽，完全以創作品為評比對象。美術比賽及戲劇競賽，參賽者如何識題？如何詮釋？

以及如何表現？亦皆含創意成份。 

三、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研究採用質性分析法與量性分析法。質性分析在於以訪問調查而獲取資料，再

以精釋研究法尋得藝術創造力影響指標。在量性分析方面，著重於專家意見一致性的

分析。有關本研究之研究方法及步驟說明如下所示： 

（一）訪談 

本研究之調查對象由研究者與受訪對象聯繫，對受訪對象說明本研究的主題與目

的，經取得受訪者同意，並確定訪談日期、時間及地點，由訪問者至受訪者學校進行

訪談。透過訪問調查，以獲得初始資料。 

在訪問調查之前，本研究人員依據內部討論所得之結果，編撰訪問調查大綱。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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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調查大綱內容包含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為受訪者基本資料調查，包括姓名、性別、

年齡、家中排行、最初投入創作作品與年齡、得獎紀錄、創作文類、學習經歷與創作

經歷。第二部份則根據本研究所擬定的創造力模式（如圖 1 所示）所編撰而成的問題，

內容包含受訪者的人格特質、創作動機與目的、創作時間與空間、創作環境、個人創

作風格、創作靈感、遭遇阻礙或是瓶頸等，詳細內容如下所示： 

1. 描述個人的人格特質，並說明人格特質對於你創作的影響？ 

2. 描述個人的創作動機與目的為何？ 

3. 描述如何安排你的創作時間與空間？ 

4. 請描述你的創作環境（社會、家庭、學校），以及對於創作或作品有何影響？ 

5. 同學或朋友在你的創作過程中扮演什麼角色？對你創作有何影響？ 

6. 請描述你具備那方面的重要（或關鍵）能力，使你比他人擅長於創作。 

7. 請描述你的個人創作風格。 

8. 你擅長什麼樣的題材和風格，請多多加以延伸說明。 

9. 你的創作主題和題材通常是如何形成的？ 

10. 你如何獲得創作的靈感？ 

11. 你的創作過程是否曾經遭遇阻礙或是瓶頸？你是如何克服的？ 

12. 從鑑賞的角度，你的作品本身在那方面表現平穩？那方面有獨到之處？ 

13. 你依據什麼（參考對象及內容）來評鑑自己作品的優劣？ 

14. 除了藝術創作之外，談談你平時的興趣，以及對你創作的影響。 

（二）資料分析 

經受訪者同意，訪談內容以錄音存檔。在訪談結束後的一周以內，訪問者將錄音

內容轉換為文字稿。在完成全部訪問調查結果的文字稿後，在三周內以本研究的創造

力模式六個構面為架構，進行第一次文本資料歸類。 

本研究根據胡幼慧（1996）所述的編輯式分析法（edition style），編輯式分析強調

主觀、詮釋的分析，研究者擔任編輯者的角色，對於文本資料進行編輯、剪裁、安排、

再重組，直到找出類別之間的關聯和意義，並對資料加以詮釋，如此可以確切地更為

理解文本。另外，本研究在整理、歸納時，在資料的部分與整體間反覆循環論證，進

行逐步的螺旋式前進，以提高對文本理解的確切性（陳向明，2002）。首先由研究分析

者反覆閱讀，達到文本內容的理解；之後，將資料整理為「受訪者用語摘錄」，再做成

「摘要敘述」，最後完成「創造力影響指標的命題」。有關受訪者用語摘錄、摘要敘述、

以及創造力影響指標命題的意義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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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受訪者用語摘錄：係依據創造力模式各構面的定義，從受訪記錄的語言內容載

取關連性原用語句，作為引用及釋意的用途。 

2. 摘要敘述：係依據受訪者用語摘錄，以概念性方式，敘述其表達意、解釋意或

引申意。「表達意」為受訪者用語直接所傳達的語意，並不需要釋意。「解釋意」

為依據所能理解的受訪者用語，以間接方式轉達原語意。「引申意」為以創造力

概念模式為中心，依據後設理解方式，引申受訪者用語而形成的語意。 

3. 創造力影響指標命題：係依據「摘要敘述」內容的最大共有成份，萃取主要概

念之成份後，再以精要簡潔的語句加以描述。 

當第一次完成創造力影響指標命題之後，擱置一周，再做第二次檢視文本資料、

資料類歸及創造力影響指標命題；以此方式，反覆進行約四至五次的資料擱置、分析、

歸類、命題。再由互相討論，最後編撰完成「藝術創造力影響指標初稿」。 

（三）精釋研究 

郭昭佑、陳美如、洪若烈（2005）指出，Cassell、Symon 根據精釋（Hermeneutic）

的意義，發展了以「質的過程」、「量的分析」為主的研究方式，在短時間內完成研究

過程，讓研究者可以做資料分析。在本研究之中，進行精釋研究的人員共分有兩組專

家群，一組為對藝術創造力有深入瞭解的藝術學者專家群，另一組則為曾指導（或輔

導）高中職學生參加藝術創作品競賽之高中職教師專家群。此兩組專家群名單如下（表

2）： 

本研究精釋研究之過程包含修訂藝術創造力影響指標初稿、專家討論、發展藝術

創造力影響指標草案、確立藝術創造力影響指標。在專家精釋會議的討論過程之中，

假如有意見衝突時，則兩組專家群必須說明意見，再各自做想法的修整，直至沒有進

一步意見衝突為止。精釋研究詳細程序如下： 

1. 指標初稿修訂：由理論基礎的探討，建構創造力影響指標的內容；並將訪談所

得到的資料做多種程序的處理；最後，得到修訂後的創造力影響指標初稿。 

2. 討論：各專家群組進行重覆閱讀文本資料、檢視藝術創造力影響指標歸納表及

修訂後的藝術創造力影響指標初稿。 

3. 訂定指標草案：進行高中職教師專家群的專家精釋會議，訂定藝術創造力影響

指標草案。 

4. 確立指標：進行藝術學者專家群的專家精釋會議，完成藝術創造力影響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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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兩組專家群名單 

高中職教師專家 學者專家 

姓名 服務單位 專長 姓名 服務單位 專長 

顏○○ 台北市立華江高中 

美術科老師 

平面設計 柴○○ 中國文化大學藝術

學院西洋音樂學系

教授 

演唱、義大利文、舞

台表演、聲樂主修、

歌劇、歌劇排演 

陳○○ 台北市中正高中 

美術科老師 

美術 李○○ 中國文化大學藝術

學院美術學系教授 

書法、粉彩、繪畫及

藝術理論 

陳○○ 國立新店高級中學 

音樂科老師 

音樂 許○○ 中國文化大學藝術

學院西洋音樂學系

教授 

理論作曲主修、樂曲

分析、音樂研究方

法、廿世紀音樂與電

腦之應用 

潘○○ 台北縣立海山高級 

中學 

戲劇  

 

（四）量性分析 

1. 發展創造力影響指標評定量表  

將精釋研究之後所獲得的創造力影響指標轉換為「創造力影響指標評定量表」，經

學者、教師兩組專家群各自分析、討論，採用 Likert 五等量尺，評斷藝術創造力影響

指標各項的重要性，重要性等級包含「很不重要」、「不重要」、「普通」、「重要」、「很

重要」，給分依序由「1 至 5 分」。「創造力影響指標評定量表」的樣式如圖 2 所示： 

 

 

 

 

 

 

圖 2 「創造力影響指標評定量表」樣式舉例 

2. 專家意見一致性分析  

經學者、教師兩組專家群的評分結果，可得到兩組分數；再將此兩組分數以 SPSS

軟體做一致性分析。Likert 五等量尺的重要性評估在本研究被視為次序變項，因此採用

很
不
重
要

很
重
要

不
重
要

普
通

重
要

1.喜歡在團隊間製造樂趣 ----------------------------------------------------- 1  2  3  4  5  
2.喜歡有成就感 ----------------------------------------------------------------- 1  2  3  4  5  
3.對創作有興趣 ------------------------------------------------------------------- 1  2  3  4  5  

一、人格特質面 重要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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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man-Kruskal Gamma 係數（Goodman & Kruskal，1954）計算專家群對於指標重要

性的看法是否一致，研判評分者間信度。最後，將兩組專家群皆認為「很重要」的藝

術創造力影響指標列出。 

（五）研究步驟 

本研究步驟共有十四項過程。大體而言，由「擬定研究計畫」至「確立藝術創造

力影響指標」為質性分析部份；「編製創造力影響指標評定量表」至「進行兩組專家群

意見一致性分析」為量性分析部份。 

文獻蒐集、分析

藝術創造力模式擬定

訪談題綱擬定

訪談 資料整理、分析

研究計畫擬定

創造能力指標初稿

合宜性評
估與討論

合宜性及
對象確定

兩組專家群意見一致性分析

完成本研究分析

藝術創造力影響指標

藝術創造力影響指標

評定量表

創造力影響指標草案

是 是

否

否

訪談對象擬定專家群擬定

合宜性合宜性及
專家群確定

是

否否

是

教師專家群

精釋會議

比較兩組
專家群意見是否

一致專家群
確定

是

否

學者專家群

精釋會議

兩組專家群分別召開

精釋會議

 

圖 3 本研究步驟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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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步驟如下（請對照圖 3）：1. 研究計畫擬定；2. 文獻蒐集、分析；3. 藝術創

造力模式擬定；4. 訪談題綱、訪談對象及專家群之擬定；5. 訪談；6. 資料整理、分

析；7. 藝術創造力影響指標初稿訂定；8. 教師專家群討論；9. 藝術創造力影響指標

草案訂定；10. 學者專家群討論；11. 確立藝術創造力影響指標；12. 藝術創造力影響

指標評定量表編製；13. 兩組專家群意見一致性分析；14. 完成本研究。 

肆、研究結果 

經訪問參加藝術競賽得獎的高中職學生後，將藝術創造力歸納成 56 項指標。指標

產生的詳細情形如下。 

一、指標發展結果  

藝術指標之發展結果如下：1. 由研究者完成 79 項藝術創造力影響指標初稿。2.

經高中職教師專家精釋會議增加 2 項指標，及作部分指標之文字修改及刪減，完成 51

項藝術創造力影響指標草案。3. 最後經學者專家精釋會議修改、排序及增加 5 項指標，

最終確立 56 項藝術創造力影響指標。有關藝術創造力影響指標命題、受訪者用語摘錄，

在此僅列出「作品面」的部份內容，請參閱表 3。 

表 3 藝術創造力影響指標歸納表（僅摘錄部份內容） 

構面名稱 
創造力影響指標

命題 
摘要敘述 受 訪 者 用 語 摘 錄 

六、作品面   

6-1 參考教師對作

品的建議 

以教師對作品的

評價作為重要的

參考 

對於自己的創作過程中，一直以來都是教師在指導，及

對自己的作品提出最佳建議。（華江） 
創作過程中會有 2-3 次詢問教師往哪各方向較好，才正

式創作，然後也會設計不同表現方式，聽取教師建議後

作最後的定案。（華江） 
本次得獎創作過程大約 2 星期，之前先提供了 7-8 種不

同的草稿主題，然後由教師選取最佳創意與議題後，再

進行深入的製作。（華江） 

作品符合評審要

求 

以自己的創作整體來說，可能有些小地方表現不是很

好，但是整體表現都不錯，本次得獎作品層次很豐富，

整體構圖也很滿意。（中正） 
6-2 作品力求符合

評審要求 
能揣摩評審的觀

點創作 

對於畫作比賽時，評審比較不重視主題，通常是看構圖

及表現技巧。 
因為比賽多次，大概知道評審較偏向喜歡哪方面的創

作。（中正） 

（接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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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表） 

構面名稱 
創造力影響指標

命題 
摘要敘述 受 訪 者 用 語 摘 錄 

6-3 創作作品具完

整性 

創作作品具完整

性 

對自己當時而言，必須儘量將自己的想法能完整表達，

同時也要能讓別人瞭解，及要如何將此作品作一個故事

性的完整敘述。（三重） 

6-4 作品獨具風格 作品獨具風格 

自己嘗試過許多方面的創作，各種風格都嘗試過，其中

自己比較喜歡浪漫樂派，對這個時期的音樂特別有共

鳴、特別有感覺。（三重） 

6-5 作品獲他人認

同 
作品令觀眾滿意 

最後呈現出來的畫面是最令人滿意的地方，在現場時將

這段時間大家所努力的、所學的、所想要表達的，在最

後的一刻時完美的表現出來，那一剎那是最滿意的時

刻。（海山） 

6-6 作品能呈現藝

術美感的特質 
 

（本指標直接由專家於精釋會議中建議增列） 

 

二、指標重要性分析  

將已確立藝術創造力影響指標轉化為「藝術創造力影響指標重要性評量表」，分別

由兩群專家各自討論後決定 56 項指標之重要性（請參閱表 4）。 

表 4  藝術創造力影響指標重要性分析 

 學者專家群 教師專家群 重要性指標 

一、人格特質面    

1. 喜歡在團隊間製造樂趣 2 2  

2. 喜歡有成就感 5 4  

3. 對創作有興趣 5 5 ＊ 

4. 有強烈企圖心 5 5 ＊ 

5. 熱愛藝術 5 5 ＊ 

6. 與藝術融為ㄧ體 5 5 ＊ 

7. 具有執著力與抗壓性 5 5 ＊ 

8. 具有堅持到底的毅力 5 5 ＊ 

9. 具有細膩思維力 5 5 ＊ 

10. 具有豐富想像力 5 5 ＊ 

11. 具有豐富的情感 5 5 ＊ 

12. 具有自信心 5 5 ＊ 

13. 具主動積極性 5 4  

14. 具有高度的敏銳度 5 5 ＊ 

15. 具有求新求變的意念 5 5 ＊ 

16. 具有忍耐孤獨的特質 4 4  

（接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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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表） 

 學者專家群 教師專家群 重要性指標 

二、環境面    

1. 教師的指導與鼓勵 5 5 ＊ 

2. 學校提供學習與創作資源 4 5  

3. 家庭的支持與鼓勵 4 4  

4. 家庭提供學習與創作資源 4 4  

5. 社會提供學習與創作資源 5 5 ＊ 

6. 有交流與觀摩或比賽的學習環境 5 5 ＊ 

7. 足以啟發靈感的自然環境 5 5 ＊ 

三、學習面    
1. 勤於學習增強創作能力 5 5 ＊ 

2. 多元學習豐富的知識與經驗 5 5 ＊ 

3. 常多面向學習以增強創作技法 4 5  

4. 勤於向教師請益 5 4  

5. 經常觀摩他人作品或表演以增進創作能力 5 5 ＊ 

四、能力面    
1. 能有高度的聯想力 5 5 ＊ 

2. 能與他人協調合作的能力 3 3  

3. 能自行構思創作 5 5 ＊ 

4. 能觀察自然體悟生活情境，以作為創作題材 5 5 ＊ 

5. 具有專業基礎技能 5 5 ＊ 

6. 善於運用科技 3 4  

7. 善於利用時間 4 4  

8. 具備即興創作的能力 4 5  

9. 具有鑑賞藝術的能力 5 5 ＊ 
10. 具有良好的組織能力 5 5 ＊ 
11. 創作過程中具有鍥而不捨的耐力 5 5 ＊ 

五、思考歷程面    

1. 事先擬定多種構想 5 3  

2. 常在深夜人靜時創作 3 3  

3. 透過心靈感受激發創作靈感 5 5 ＊ 

4. 思考會與環境資訊結合 4 4  

5. 獨特自主思考 5 5 ＊ 

6. 隨時記載靈感 4 4  

7. 創作過程中會尋求他人建議 3 3  

8. 構思歷程嚴謹 3 3  

9. 創作過程中能自我反思 5 5 ＊ 
10. 揣摩名家的作品做構思 4 4  
11. 集體構思 2 2  

六、作品面    
1. 參考教師對作品的建議 4 4  

2. 作品力求符合評審要求 2 2  

3. 創作作品具完整性 5 5 ＊ 

4. 作品獨具風格 5 5 ＊ 

5. 作品獲他人認同 4 4  

6. 作品能呈現藝術美感的特質 5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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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重要性之計分方面，很重要者為 5 分，重要者為 4 分，普通者為 3 分，不重

要者為 2 分，很不重要者為 1 分。在表 4 的「重要性指標」欄所標示的「＊」符號，

表示兩組專家群均評定該項為 5 分，屬重要性指標。由於所有指標在精釋會議中皆經

過充分的討論，因此指標重要性評分分數集中在 4（重要）和 5（很重要），學者專家

認為很重要者 36 項，重要者 12 項，普通者 5 項，不重要者 3 項；教師專家認為很重

要者 35 項，重要者 13 項，普通者 5 項，不重要者 3 項。兩組專家群評分的一致次數

比率達 85.7%（請參閱表 5）。 

表 5  藝術創造力影響指標評分兩群專家交叉次數分配表 

  學者專家  

 重要性 2 3 4 5 合計 

2 3 0 0 0 3 

3 0 4 0 1 5 

4 0 1 9 3 13 
教師專家 

5 0 0 3 32 35 

 合計 3 5 12 36 56 

註：兩群專家一致次數比率 (%)7.85
56

32943 =+++=P  

 

對於檢驗兩群評分者評定 56 項指標重要性是否一致，本研究採用電腦統計套裝軟

體 SPSS 進行 Goodman-Kruskal Gamma 進行順序變項的關聯性係數之計算，得到

Gamma 係數為.936 且達顯著水準（p<.001）。Gamma 係數乃一介於 0 到 1 之間的統計

量數，當 Gamma 值越趨近於 1，則表示兩者關聯性越強；反之 Gamma 值越趨近於 0，

則表示兩者關聯性越弱（邱浩政，2007）。因此，經由數據分析結果可知，兩專家群對

於藝術創造力影響指標的意見一致性甚高，評分者間信度佳（請參閱表 6）。 

 

表 6  藝術創造力影響指標評分兩群專家一致性檢定 

Gamma 係數 漸進標準誤 近似 t 分配 p 值 

.936 .045 5.856 .000 

註： 
NdNs

NdNs
Gamma

+
−= ， Ns：同序配對值； Nd：異序配對值 

 

高中職教師專家群在高中職學校大多扮演教導、指導或輔導學生藝術創作的角

色，學者專家群對高中職學生大多扮演指導者或評審者角色，由於評分者觀點的不同，

兩群專家共同認為「很重要」的指標，在本研究之中稱為「重要性指標」，計有 3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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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如表 4），散佈於六個藝術創造力構面之中。有關各構面重要性指標數統計如圖 4

所示。 

若以重要指標數量衡量各構面重要性，「人格特質面」及「能力面」是最重要的兩

個構面。人格特質面的重要性指標為數最多，計有 12 項被列入，其次為能力面有 7 項

重要性指標，環境面有 4 項重要性指標，學習面、思考歷程面及作品面皆有 3 項重要

性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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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本研究各構面指標統計 

 

伍、討論與建議 

一、討論  

本研究歸納 56 項藝術創造力影響指標，分屬人格特質、環境、學習、能力、思考

歷程、作品等六個構面。研究發現重要指標項目最多的三個構面為人格特質面、能力

面以及環境面，可見個人因素對於藝術創造力的影響較為顯著，Kaufman（2002）也有

類似的研究結果，並指出內在因素對於創造力的意義大於環境因素。然而較為顯著並

不表示關聯較高，因此在解讀指標的重要性時可能需要配合情況，不同發展階段下每

一個指標都有被突顯重要的一刻。 

本研究經調查結果歸納藝術創造力之人格特質面指標共 16 項，可分為三類：1. 有

利於動機與行為的人格特質，包括「喜歡有成就感、對創作有興趣、有強烈企圖心、

熱愛藝術、與藝術融為一體、具有自信心」。2. 有利於專注的人格特質，包括「具有執

著力與抗壓性、具有堅持到底的毅力、具有細膩思維力、具有忍耐孤獨的特質」。3.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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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於活潑化的人格特質，例如「喜歡在團隊間製造樂趣、具有豐富想像力、具有豐富

的情感、具主動積極性、具有高度的敏銳度、具有求新求變的意念」。這 16 項有助於

藝術創造力的人格特質，有 14 項屬於一般人格特質，僅 2 項屬於專業人格特質。鄭昭

明（2004）和 Csikszentmihalyi（1996）共同認為藝術家具有叛逆性人格特質，在本研

究中並未發現。 

環境面 7 項指標顯示，高中職學生藝術創造力受到師長、家庭、學校、社會、環

境影響，其中「教師的指導與鼓勵、有交流與觀摩或比賽的學習環境、足以啟發靈感

的自然環境」三項指標列為最重要指標，顯示對於藝術創作學習者而言，專業教師的

教導與支持格外重要，而藉由比賽和觀摩是累積學習經驗極重要的管道，自然環境對

於創作者靈性的提升不可或缺。本研究結果與 Klamer 和 Petrova（2007）的看法一致，

皆認為豐富的環境資源對於創作很有幫助。 

學習面 5 項指標中「勤於學習增強創作能力、多元學習豐富的知識與經驗、經常

觀摩他人作品或表演以增進創作能力」列為重要指標，由此可見學習內容多元化及學

習管道多元化，對藝術創作者很重要，而且無論藝術創造力是否有天分之說，後天努

力學習，豐富的知識與經驗才能展現藝術專業能力，董崇選（1997）同樣認為創作的

能力是天生加上訓練培養而得。 

藝術創造力之能力面指標共 11 項，可以分為二類：1. 一般能力，包括「能有高度

的聯想力、能與他人協調合作的能力、善於運用科技、善於利用時間、具有良好的組

織能力、創作過程中具有鍥而不捨的耐力」。2. 專業能力，包括「能自行構思創作、能

觀察自然體悟生活情境以作為創作題材、具有專業基礎技能、具備即興創作的能力、

具有鑑賞藝術的能力」。一般能力適用於各種學門領域，學習結果的轉移不受限制，藝

術創作者可廣泛接受一般能力的養成，而專業能力則需要經由特殊專業知識技術的養

成。本研究結果，高度聯想力列為重要性指標之一，蔡毅（2002）曾指出，文藝作家

的想像力是最重要的一種能力，經由想像可以催生藝術思維活動，對素材進行加工改

造，對生活經驗加以補充和超越，以及形成綜合概括能力。 

本研究所建構 11 項思考歷程面指標，未發現思考歷程的階段性，然而其中「透過

心靈感受激發創作靈感、獨特自主思考、創作過程中能自我反思、事先擬定多種構想、

常在深夜人靜時創作、隨時記載靈感、構思歷程嚴謹」傾向強調思考的獨立自主性，「思

考會與環境資訊結合、創作過程中會尋求他人建議、揣摩名家的作品做構思、集體構

思」傾向強調思考的外部支援性。由此可知，藝術創造力的思考歷程中，一方面重視

個人獨立的內在思維，另一方面思考取材的外部刺激，需要內在與外在的共同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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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面 6 項指標顯示，高中職學生對於自己藝術作品的評價參考來源很多元，「參

考教師對作品的建議」為師長的評價、「作品獲他人認同」為一般讀者的評價、「作品

獨具風格、作品能呈現藝術美感的特質、創作作品具完整性、作品力求符合評審要求」

則為評審的評價，但也可成為自我的評價。由於不同評價者對於作品的評價標準不一，

藝術作品適用的評價標準有可能因情境而重點有所不同。 

整體而言，創造力理論之匯合觀點，整合個人與環境因素，說明人格特質、環境、

學習、能力、思考歷程及作品等構面，對藝術創造力的影響，在本研究中得到應證。

將創造力的發展為一個生態系統（葉玉珠，2000），系統中的元件即本研究結果所獲得

之六個藝術創造力影響構面，彼此相互影響並決定所產出的作品。 

二、建議  

啟發學生藝術創造力的教學模式與其環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對於藝術創

造力的啟發，並不是由某單方面的努力就可完成。在此，根據研究結論列出提昇學生

藝術創造力及未來從事相關研究之建議，如下所示： 

1. 整體性養成藝術創造力─藝術創造力無論在人格特質面、環境面、學習面、能

力面、思考歷程面、作品面都有重要的創造力影響指標，藝術創造力是一種整

體表現，創造力的培養過程必須是全面性的。 

2. 建置有助於藝術創作的校園環境─學校硬體設備資源之建設必須能夠引發藝術

創意，例如良好的藝術創作環境與有交流與觀摩或比賽的學習環境，以及有利

於產生藝術創作思維的寬廣創作與活動空間。 

3. 發揮教師專業指導藝術創作功能─教師透過正式課程、社團輔導、個別指導，

提供專業指導與鼓勵，以增長學生藝術專業知能。對於本質具備藝術天賦者，

鼓勵並協助長期從事創作，帶領參加藝術創作競賽，激勵創作動機。 

4. 發展及實施有益於藝術創作之課程與教學─學校藝術課程之發展與設計，除了

傳授知識性及技術性課程內容之外，宜增加教學活動課程，提供多元管道、多

元內容、人際互動等之學習機會，以利學生收集及累積創作素材、豐富創作題

材、以及豐富情感。 

5. 增強學生藝術創作後設能力─課程設計可適度融入後設知識教學以增強學生後

設能力，包括：視覺表現應用、創意思考技巧應用、美學鑑賞與批判，使學生

能提高藝術創作意境、藝術創作敏感度，讓學生學會如何策略規畫及策略管理

藝術創作歷程。 

6. 經常性舉辦藝術創作競賽並提高獎勵─藝術創作者之創作動機部分來自自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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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另一部分來自外在激勵，創作者有很大的成份想要經由作品抒發己見並

且與人分享創作成果。學校或教育主管單位經常性舉辦藝術創作競賽，可提供

作獎勵誘因及作品發表平台，參賽者會因得獎而倍感榮耀，因而大幅增強持續

創作之行為。 

7. 建置藝術創作網路平台─提供學生社團或個人取得網路頻寬、協助建置藝術創

作網站、提供作品發表與討論空間。藝術創作網路平台能提供超越地理及時間

限制之方便性，一旦同儕專業團體人氣聚集，成員間的互動無論在資訊提供與

交換、作品發表與評論、意見討論與回饋、同儕社會支持等各方向，會產生高

度的效益。 

8. 藝術創造力的領域很廣，建議未來可分為美術、音樂、舞蹈、戲劇四大項，分

別探討藝術創造力。不同領域之藝術創造力有其共通性，但個別領域之藝術創

造力的研究結果，對於專業教育訓練具特定參考價值。 

9. 在訪談中發現學生對甄試升學的方式，重學科輕術科的看法一致認為應改變為

均衡或術科比重加重，因為學習學科的時間過長，建議如在專業上有突出之學

生應予更多專業學習以及升學管道。 

10. 藝術創造力應從小培育，建議在教學設計上應從小發展藝術創造力教學環境與

課程。因 Meier（1939）研究發現智力與藝術才能有關，有藝術才能的學生有很

高的智力，而高智力易於創新。 

11. 進一步研究之建議─藝術創造力模式是否成立？構面與構面間是否存在因果關

係？藝術創造力影響指標是否合適？對於藝術創造力是否具有預測或解釋能

力？這些問題仍有待進一步的實證調查研究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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