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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盡「心機」的一門課――「創意思考」

游淑華＊ 

摘要

　　本教學方法係使用於研究者所開設的「創意思考」課程，主要對象

為科技大學一年級學生。課程設計主要是基於創造力教學理論，並依技

職學生特質，以實務為主，理論為輔進行設計，希望以「做中學」方式

帶動學生進行思考翻轉。教學內容包含蠟燭實驗、六頂思考帽、心智圖

技法、Osbond檢核法、任意字聯想法、拆解組合法、多層次作業、替代
性考試及研究者所研發的三分鐘報告以及翻轉小組等。教學成果相當豐

碩，包含獲得全國創意服務企畫與成果競賽冠軍、教育部實務專題競賽

入圍獎、教育部U-START創業基金、科技部研究創作獎、專利申請及受
到社福機構與記者好評的服務學習活動等。

關鍵詞：創意思考、創意思考教學策略、創意思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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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教學方法設計理念與理論基礎

本教學方法係以創造思考教學原理為基礎，其目的主在增進學生的

創造力。教學過程則以學生為主體，不斷營造支持性環境，並激勵學生

延緩判斷，提出多元性思考（陳龍安，2006）。此外，本教學方法兼顧
擴散與收斂思考，引導學生以過往收斂思考為主的學習為基礎，鍛鍊其

擴散思考能力。本教學方法的關鍵教學理念如下：

一、以教師自身的創意促發學生的創意

為了激發學生的創意思考神經，教學創意從環境著手，親自設計創

意教室與桌椅（如圖1），使成為一間可以隨機組合，彈性使用的創意
教室，讓學生一進教室，就強烈感受創意的氛圍。

圖1 六種顏色椅子分別代表不同的思考方式

此外，教學者以心智圖軟體製作教材，以取代傳統的ppt簡報。心智
圖的形成能讓學生在無形中養成整體思考的習慣，他們也能從中鍛鍊發

散思考去找教材中沒有的概念（也就是未包含的主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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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技職學生的特徵設計教案，著重實際操作與體驗

技職學生較喜好動手操作，對於理論課程則較缺乏耐心，教案設計

乃兼採理論講解與操作體驗。而所有的操作課程均與理論緊密相扣，務

必不著痕跡地讓學生從做中體會，不知不覺掌握創意思考的關鍵概念。

104學年第一學期所設計課程大綱，每堂課都有理論單元與操作技法
（表1）。此外，透過創意思考能力的開發，學生經常意外發現自己的
潛能，不再覺得自己次人一等，他們體會到創造力並不是資優生或天才

的專利。

表1 課程大綱舉例（104 學年第 1 學期課程用）
1 09/16 課程介紹與分組 10 11/18 產生大量創思的技巧―聯想
     ※任意字輸入法

2 09/23 ※心智圖 11 11/25 產生大量創思的技巧―
  ※蠟燭實驗   比喻與借喻

     ※完美照片法

3 09/30 什麼是創造思考 12 12/02 產生大量創思的技巧―
  ※便利貼腦力激盪   重組與結合

  ※射飛機   ※拆解組合法

4 10/07 影響創思表現的相關 13 12/09 產生大量創思的技巧― 
  因素   Osborn 檢核   
  ※6 頂思考帽 
5 10/14 影響創思表現的相關 14 12/16 提高創意品質的技巧―
  因素   積量得質與逐漸演變

  ※心像   ※最爛的想法 ※概念扇

6 10/21 影響創思表現的 15 12/23 選擇與評價創意―
  相關因素   批判性思考

  ※離開舒適區   ※評分表

7 10/28 業師課程—創業 16 12/30 創業企劃書競賽與評選
  企劃實戰技巧 
8 11/04 創思的心理歷程 17 01/06 創業企劃書競賽與評選
  與策略

  ※穿上別人的鞋 
9 11/11 期中考 18 01/13 期末考

用盡「心機」的一門課――「創意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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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跨越課堂並延伸學習效益

本創意思考課程的開課目的在於引導學生能在生活與職場中運用創

意，教學目標希望能以各種方式讓學生跨越課堂，延伸學習效益。教學

設計包含服務學習活動、進行生活觀察、參與競賽、安排業師課程。

四、開放學習選擇，培養學生自我負責的能力與態度

為了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除了致力教學方法的設計外，設計不同

選項的作業與考試方式，讓學生依自己需求進行選擇，學生的創意潛能

在實施之後比預期的豐碩許多。

 

貳、教學方法實踐模式 

一、創意操作課程的設計與實施

整學期18週的課程中，會有12週左右的創意操作課程，主要是以創
意技法為主軸，設計活動讓學生實際操作，以下謹介紹課程內容與實施

方式：

（一）蠟燭實驗：

開學第一週課程以蠟燭實驗開場，借用心理學的經典實驗來考驗

學生的創意，並讓他們體會功能固著的現象。上課前發給每組學生1根
火柴棒、2根裝在火柴盒裡的圖釘、一根蠟燭，並要求他們必須讓點燃
的蠟燭站立起來，但不會燒到壁面。要完成此項考驗學生必須打破火柴

盒是用來裝火柴棒的迷思，而用它來當作燭台。大約只有1/10的學生成
功通過考驗，大部分學生都表現出功能固著現象，無法靈活地應用火

柴盒。這給了學生很大的震撼，也讓他們對創意思考的學習產生極大動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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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利用火柴盒作為燭台的學生甚少 
圖2  蠟燭實驗結果

許多學生完全忽略火柴盒

這些學生利用了火柴盒，但未達最佳利用

用盡「心機」的一門課――「創意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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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6頂思考帽：

這是由Bono提出的6種思考方式（Bono著，許瑞宋譯，2008），每
種思考均有其代表色。白色表示客觀思考，黑色是批判思考，黃色是正

面思考，綠色是創意思考，紅色是感覺思考，藍色是整體思考。學生學

會6種思考後，即可靈活運用、隨時切換，培養自己的多元思考能力，
活絡創意神經元。

為能具象化的練習上述六種思考方式，教室裡設計了六種顏色的椅

子，並藉此設計教學活動，引導學生反覆練習，最常使用的方式如下：

1. 同色小組：讓坐在相同顏色椅子上的同學變成一組，再針對主題
負責該色思考，並提出報告。

2. 彩色小組：6人一組，每位組員均負責一種顏色的思考，針對教
師所提主題進行討論，最後並須做出統整性結論，上台發表。

3. 顏色接龍：教師訂出主題（或由學生提出主題），然後由不同顏
色小組派出組員，說出那個顏色的觀點，直到有小組無法接續為

止。

其他還有顏色辯論、隨機挑色、顏色切換等活動，其目的都在引導

學生進行多角度的思考。學生反映，這樣的練習常讓他們有種「開腦」

的感覺，感受自己還有許多沒有開發的腦力。

（三） 心智圖技法：

心智圖具收斂與發散的思考訓練，又能養成整體思考的習慣，為

了養成學生的思考習慣，學生每堂課都要把自己聽到的重點，以手繪心

智圖方式加以記錄，每週繳交一張。這種作法長期實施之後，產生相當

重大的效益：1. 幫助學生能專心上課；2. 善用學生習慣使用關鍵字的經
驗，提升他們抓取課程重點的能力；3. 讓學生得到該單元的整體概念；
4. 讓學生對課程內容產生評論能力。

（四）Osbond檢核法：

這個檢核法能夠讓學生綜合運用九種創意思考方式，包含替代、擴

大、縮小、重排、相反、結合、改良、模仿等，每次操作他們都興趣盎

然、聚精會神，也都有令人驚豔的創意成果，例如學生以眼鏡為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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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Osbond檢核法發想多款新型眼鏡及其另類用途，例如，鏡框加LED
燈、眼鏡結合GPS、眼鏡拿來當別針等。

（五）任意聯想字法： 

這是讓學生任意聯想，突破固有思考框架的練習方式，非常受到他

們的喜歡。讓學生根據已知的主題配合從籤筒中抽取任意字，再開始腦

力激盪，構思作品。例如有學生從所抽到的任意字「保險套」來發想手

機設計，結果，他們把「手機」與「保險套」加以連結，竟然產生「陰

莖造型手機」的構想，而且，來電鈴響時，手機會勃起。這樣的創意常

會讓學生自己都感覺驚訝，這遠超出他們對自己在創意能力上的評估。

（六）拆解組合法—為學生舉辦作業競賽：

這是相當實用的創意技法，主要在於先對物品進行拆解，再以隨機

方式重新組合。進行這部分授課時，為了鼓勵學生團隊合作，並製造競

爭氣氛，乃舉辦跨班競賽，並由全系師生評選。全體修課學生在緊張、

熱烈的氛圍下，屢有佳作。

用盡「心機」的一門課――「創意思考」

表2 拆解組合法範例
                     改良菜籃子
  材料 形狀 使用對象 提把位置

 1 藤 圓形 兒童 正上方

 2 竹 四方型 老年人 側邊

 3 鋁合金 長筒形 婦女 無把

 4 網 三角形 男士 雙側

 5 塑膠 不規則形 貴婦 四周

除了上述創意操作課程外，研究者還有「穿上別人的鞋」、「放鬆

角落冥想」、「射飛機」、「便利貼腦力激盪」、「用腳寫字」等活動

設計，都是能啟發、鍛鍊學生的創造力，又深受學生喜愛的教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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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多層次作業的設計與實施

課程所設計的作業主要在延伸學生課堂所學，並開放選擇權讓學

生自主選擇作業難度。此作法原本是為了解決少數學生或因怠惰；或因

打工無法跟上整組工作進度，成為同學抱怨對象而破壞同儕關係，亦影

響學習氛圍。實施之後反而激起學生的學習動機，每班均只有約2、3位
學生選擇低難度作業，其他同學都會選擇參與讀書會或成立創思小組來

進行作業。這現象也意外激勵自己，能夠有機會見證學生主動學習的能

量。此法至今已有5年實施經驗，但每年的作業選項內容都會更換。

表3 學生以便利貼腦力激盪所產出的解決方式
主題：校園沒有垃圾桶，要丟垃圾怎麼辦？

 第一組 自己當收垃圾人員在工作時間丟

 第二組 變成裝置藝術

 第三組 發明收垃圾機器人

 第四組 垃圾再利用

 第五組 垃圾巡迴車

 第六組 就地燒掉

 第七組 訓練校狗丟垃圾

 第八組 交到好朋友（他總是為我們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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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多層次作業舉例 
█平時作業的難度等級：同學可依自己的狀況，自由選擇。

1.低難度組 此為個人作業，作業內容是3000字以內有關創造力的讀書
心得，最高分為65分

2.中難度組 此為個人作業，作業內容是上述內容，再加上參與6次的
「科幻小說」讀書會，最高分為75分，但若缺席超過1
次，自動降為低難度組。

3.高難度組（老師推薦）  自組「創思小組」，最高分110分。
 (1) 每一組6個人
 (2) 進行二項創思觀察（生活創思與產業創思），收集別人
  的創意表現

 (3) 所謂「創思觀察」係指表現在個人日常事務及生活服務
  產業上的行為，讓你覺得「有創意」者，均包含在內

 (4) 你可以在對方的同意下，以複印、拍照、攝影或訪談等
  方式加以收集

 (5) 將所有收集到的素材，作成簡報（20分鐘），簡報內容
  如下：以課本所提供的理論說明所收集到的素材――＞

提出評論――＞個人心得

 (6) 繳交書面簡報資料（格式自行設計）
 (7) 創思小組須有組長1人，負責聯繫並紀錄成員的參與狀
  態，另須安排至少一次與老師進行討論會（需全員到期）

 (8) 創思小組成員需完全參與，若無法與小組一起行動，則
自動降為低難度組。

表5 研究者所帶領的讀書會書單範例
 1. 帶領人：淑華老師
 2. 時間：3點10分 ~ 4點40
 3. 成員：四生一A與進生一A
 4. 地點：學輔中心小團體室
 5. 注意事項：(1)出席前請閱讀完畢，並將心得帶來分享；(2)請記得

簽到

 日期 書單

 10月 波西傑克森

 10月 波西傑克森-妖魔之海
 11月 記憶受領員

 11月 威斯汀遊戲

 12月 別讓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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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替代性考試方案的設計與實施

在學習動機普遍低落的大學校園中，考試已很難成為促發學生讀

書慾望的方式，成績對於許多學生而言，也不再是他們最在意的學習目

的。本課程設計多種替代考試的方案，包含參與混齡讀書會、參與創意

團體、加入街頭訪談行動隊、成立隊伍參與校外創意或創業競賽、提出

創意服務或創業企劃案等。替代考試方案實施之後，每學期都有學生主

動詢問，有些方案甚至得抽籤決定人選。選擇替代方案的學生產生正向

的學習，期末考竟會主動要求參與考試，他們也希望測試自己的學習成

果，考試對他們已經不是苦差事，而是自我了解的管道，間接達成課程

設計希望學生主動學習的理念。

二、課程效果的延伸設計

（一）日常創意的觀察報告：

「人人有創意」是課程教學的核心思想，為了深化學生的體會，授

課期間鼓勵學生進行日常生活的觀察，並將他們在大街小巷看見的庶民

創意拍成照片，上傳網路大學分享全班同學，並做為加分依據。

（二）創思技巧練習日誌撰寫：

學生在課堂所學到的創意技巧，必須運用至日常生活，因此，研究

者規定學生繳交練習日誌至少8次上傳到網路大學，除了分享其成就感
外，也提供教師做為日後教學之用。

（三）心智圖筆記技巧的延伸：從手繪到數位 
　
學生經過一整學期的手繪心智圖練習後，期末鼓勵他們繼續學習使

用心智圖軟體，並在接下來的心理學課程中使用此一技巧。如此安排，

讓學生養成全腦思考習慣，也熟悉手繪、軟體的心智圖技巧，將來即可

自然的延伸至其生活與職場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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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創意服務與創業企劃書撰寫：

本系的宗旨在培養生活服務產業人才，選項包含照顧服務、家事服

務、生活藝術服務、心靈產業等。因此學生如何撰寫服務企劃書也至為

重要，其內容大致包含團隊簡介與分工、企劃主題說明、創意表現、服

務對象的現況與需求說明、核心技術、服務價值、可行性分析、經費預

算、資源運用、預期效益等。為了付出實踐，教學過程中也鼓勵學生成

立創意團隊，對外參與競賽，成果令人驚艷。

三、自行研發的教學方法

（一）火柴人技巧練習

這是東華大學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饒見維老師書上所建議的練習技

巧（饒見維，2005），教學運用後發現確實能引發學生的創意並鍛鍊他
們的觀察力，乃設計為例行性作業。

（二）三分鐘報告

這是結合個人與分組合作的報告形式，教師事先設定8個報告單
元，並規定8種資料來源（電影、雜誌、網路、學術期刊、報紙、電視
節目、街頭觀察或訪談、書籍）。學生以6-8人為一組，每組分配每位
成員一種資料來源來設計其報告內容，並於指定單元派出成員進行3分
鐘報告。這樣的安排，讓每位組員都必須負責出場報告，而優選組員除

了自己得高分之外，亦可提高其組分數。這三分鐘報告已經成為課程特

色，激起學生的表現慾望與緊張氛圍，也讓每位同學都必須參與小組討

論，學生甚至於還會主動向外請求支援。

（三）翻轉小組

這是讓學生參與課堂設計的一種方式，首先將學生6-8人分組，每
組必須認養特定課程單元，並進行5分鐘導讀、10分鐘帶領體驗活動、
設計10題的3分鐘課前考試及提出1題反思問題，讓同學即席回答。為確
保翻轉小組的設計品質，每組成員都必須全員到齊與授課老師進行1-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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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會議討論。實施至今已呈現極佳效果：1. 學生導讀與教師教學結合，
形成師生合作關係，大大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及其自我價值；2. 學生設
計的體驗活動更能切合同儕需求，更能吸引期注意力；3. 學生出考題可
以激發他們的閱讀動機並深化理解。

 

參、教學成果回饋

一、學生在教學評量上的質性回饋

• 這門課真的很有趣，能大量的運用大腦也讓生活多添幾分樂趣，真的
很棒~謝謝老師~^^

• 老師的心智圖很棒，也很用心的做，加上課堂上的小活動整堂課都很
有趣， 讓同學都能從這些小活動上面學習到課程內容，是個用心的老
師!

• 老師上課方式特別，會有不同的活動去刺激思考,老師有耐心氣氛又好
• 上課內容給人很深的思考方向，學習到很多
• 老師上課好好玩也很認真，創意遊戲也很有意思，考試也可以發揮想
像力感覺超棒的！！是我最喜歡的課 ：)

• 老師上課很有趣、幽默！！課程內容也都非常令人感興趣
• 淑華老師的教學很生動又精彩，是每周最開心的課
• 老師上課認真教學也會做許多分組活動
• 上這門課很愉快，老師人很好，上課內容也很有趣，老師的臉上總是
有笑容，喜歡上這門課

• 老師上課方式很多元有趣，有別以往其他死氣沉沉乏味的課程
• 很喜歡創意思考可以自由想法跟帶動活動的感覺
• 上課有趣，教材豐富，學習成效佳！很喜歡老師得上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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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競賽成果

學生創意團隊屢次參賽，均獲佳績，包括：1. 第一屆全國創意服務
企劃競賽總冠軍；2. 教育部2014年全國技專校院學生實務專題製作競賽
入圍獎；3. 全國社會創新經營企劃競賽第一名。

圖3為2012年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舉行第一屆全國創意服務企劃競賽
時，學生創意團隊（蔣雅卉、吳佳霓、張允力、李雅婷、蘇郁涵、李芳

瑜等人）為銀髮長者所繪製的快樂回憶畫面。

用盡「心機」的一門課――「創意思考」

圖3  學生團隊繪製的回憶畫面

三、學生創意團隊以特殊服務模式獲得教育部U-START創業
基金 50 萬元

這是開設創意思考課程以來最具體的教學成果，這組學生修完創

意思考課程後，從2年級開始組成團隊，先後參與競賽並不斷延伸與發
展，最後獲得教育部創業基金，成立「銀寶樂活潛能開發有限公司」，

為銀髮家庭提供快樂回憶畫系列心靈服務。他們不僅為自己開創前所未

有的人生機會，也為學弟妹立下典範。

四、科技部大學生專題研究

學生在修完創意思考課之後，教學團隊就會公告創意團隊招募的消

息，由他們自己組隊，接受授課教師長達3年的指導，從創意發想、構
思計畫、申請經費、付諸實踐、開發專利潛能等，歷年成果如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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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生創意產品申請專利

學生創意團隊以親子共廚概念所設計的親子中島，已通過專利申

請。（新型專利設計第D179410號）

表6 歷年來學生創意團隊所進行的科技部專題研究
100 年 機構老人參與「快樂回憶代間焦點團體」之情緒經驗分析---以

回憶畫方式進行（獲得研究創作獎）

101 年 「生命回顧訪談」對大學生老人態度與老人服務意願之影響研

究

102 年 打工的「好學生」――科大學生的打工風險與生涯韌性

103 年 小小電鍋達人----煮食能力導入對育幼院童自卑感受與生活適
應的影響研究（研究產品正申請專利中）

104 年 1.回憶．來電――「快樂回憶激發方案」對銀髮長者正向情緒
與幸福感受之 效果研究 2.代間電力公司―「桌遊團體」對提升
大學生祖孫溝通能力與老年服務意願之效果

105 年 「特殊」創意—創意思考訓練團體對提升科大聽障學生創造力

與問題解決能力的效果

圖4 以親子共廚概念設計的親子島 

六、服務學習活動

（一）為臺南市家庭福利服務中心彩繪牆面

該中心頂樓活動場地，牆面破舊、骯髒，研究者邀請學生發揮創

意，為其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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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桌遊設計活動

學生團隊前往屏東縣山地門瑪家國中，帶領學生製作並設計祖孫桌

遊活動。

用盡「心機」的一門課――「創意思考」

圖5  學生創意團隊為臺南市家庭福利服務中心彩繪牆面，深獲好評

圖6 彈珠台祖孫桌遊製作過程 圖7 桌遊試玩中

肆、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教師用盡心機，學生無限生機

開設創意思考課的使命在於讓學生感受自己的創意潛能，相信創意

人人均有，並可以用心練習與開發。課程規劃是用盡心機，處處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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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生感受絕處逢生、柳暗花明的驚奇，相信自己具有創意能力。

（二）見證技職學生的潛能

技職學生長年遭受國內對技職生的忽略與束縛，近年來，雖然因

為生態改變，技職學校重新獲得重視，但技職學生卻內化社會大眾的看

待，其自我概念均較低落。但在這門課中，研究者透過重重設計，讓師

生雙方都見證了技職學生的創意，這是始料未及，也讓學校更加肯定本

課程的價值。

（三）彌補國內創造力教育的貧乏 

國內教育首重升學，因此關注左腦的開發多於右腦，埋沒許多學生

的潛能，在過往的教學經驗中，也深感於此。因此致力於讓學生以過去

的左腦學習為基礎，開發右腦思維，讓他們親身感受自己蓄勢待發的創

意潛能，這也是本教學策略的關鍵目標。

（四）一門課不只是一門課

本課程的設計兼顧學生學習的廣度與深度，一方面不斷連結學生的

學習經驗；一方面不斷透過實際操作強化深度，這是具有整體組織與架

構的教學方式，也是本課程能產生豐碩成果的關鍵。

二、建議

1. 積極開發與投入全腦教育，並持續研發創造思考教育的各種教學
法。

2. 將創意思考課程視為思考教育，而非玩玩新花樣的創意課程，才
能引導學生掌握思考關鍵， 並以增強思考能力為目標，而不是
只專注在激盪新奇點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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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Course with Full of Scheming Mind- 
Creative Thinking

Shu-Hua Yu*

Abstract

This pedagogical method that has been applied in the Creative Thinking 
program for polytechnic freshmen taught by the author. Based on the 
creative teaching theory, this practice-centric, theoretically sound program 
was designed in accordance with vocational students’ characteristics, in 
order to encourage “flipped thinking” in a learning-by-doing manner. 
Teaching contents involves the candle experiment, the Six Thinking 
Hats, mind mapping, Osborn Checklist, word association, dismantling/
restructuring, multi-level homework, alternative tests, as well as the author’s 
self-created inventions: the 3-minute presentations and “flipped groups”. 
Among the numerous accolades conferred on this pedagogical method are 
a championship in a nationwide competition for creative service projects,  
a nomination in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MOE)-organized contest of 
collegiate technical projects, a startup grant under the MOE’s U-START 
program, a College Student Research Creativity Award from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tent certifications, and service-learning initiatives 
celebrated by social welfare institutions and the media alike. The final part 
of this study presents conclus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which hopefully 
should contribute to creative teaching practices.

Keywords: creative thinking, creative teaching strategy, creative thinking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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