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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探討

本章的主要目的，在於探討國內外有關創造力及創造思考教學理

論之研究，以確立本研究之理論基礎。全章共分為六節：第一節為創

造力理論；第二節為創造思考教學的內涵；第三節為創造思考教學與

傳統講述教學的分野；第四節為體育師資培育職前教育的內涵；第五

節為國內外有關創造思考教學成效之研究；第六節為本章總結。

第一節 創造力理論

本節擬針對創造力之相關理論作探討，期能統觀創造力內涵之全

貌，以進一步掌握各種影響創造力的要素。全節共分為：一、創造力

的定義；二、創造力相關理論；三、本節小結等三部分。

一、創造力的定義

大部分的人都很熟悉創造力這個名詞，尤其是對於從事心理學研

究及教育工作者來說，更是一門重要的研究學問。創造力(Creativity)

是一種創新發明的能力(ability to create)，一般學者也常以創造思考能

力(creative thinking abilities)稱之(陳龍安，1998)。然而，由於創造力

所牽涉的層面過於廣泛，而且各研究者個人所持之哲學觀點及立場不

一，致使創造力之定義亦呈現相當分歧的狀態，至今仍無法建立一個

明確的定論。因此，以下乃針對各家學者對創造力內涵不同之解釋，

經歸類整理後，以表 2-1 加以詮釋：



12

表 2-1 創造力的定義(整理自毛連塭、郭有遹、陳龍安、林幸台，2000)

(一)主張創造力乃是能創新未曾有的事物

學 者 年代 定 義

Ghiselin 1952
認為創造乃是主觀生命中改變、發展和進化的過程，因而形成新

穎、有用、且可接受的結果，此種能力謂之創造力。

Osborn 1957
認為創造產生對本身具有價值的新構想或新領域，其能力也就是

創造力。

Getzels＆

Jachson
1962

認為創造乃在修正己知，探索未知，進而組成新知。此種認知形

成即為創造力。

Barron 1969
認為創造乃是賦予存在的說法，因而認為創造力乃是賦予某些新

事物存在的能力。

Sanderlin 1971
認同創造乃是無中生有，所以創造力乃是一種無中生有的能力。

Wiles 1985
認為創造乃是刻意把不同的事物、觀念連結成一種新的關係的能

力。

Guilford 1986

認為創造乃是個體產生新的觀念或產品，或融合現有的觀念或產

品而改變成一種新穎的形式，這種能力也就是創造力。

(二)主張能夠具有創造性生活方式的能力就是創造力

學 者 年代 定 義

Maslow 1959
認為創造在求自我實現，自我實現的創造力表現於日常生活中，

做任何事均具有創新的傾向。

Hallman 1963
認為創造乃是與其說是一個人可能產新事物，不如說是一種生活

方式。

Moustakas 1967
認為創造乃是以自己的方式體驗生活、認識自己，和發揮自己的

才能，這種能力就是創造力。

(三)主張創造力就是解決問題的能力

學 者 年代 定 義

Deway 1910
將創造視為問題解決的心理歷程。所以創造力乃是問題解決的

能力。

Torrance 1962
認為創造乃是對問題形成新假設，修正或重新考驗該假設，以

解決問題。此種能夠解決未知問題的能力謂之創造力。

Parnes 1967

認為創造乃是運用認知、想像和評鑑的功能，以發現事實、問

題、概念，以及可接受的解決方式。這也就是所謂的創造性問

題解決法。

接下頁



鄭石岩 1984 認為創

(四)主張創造力

學 者 年代

Dewey,

Polya&

Pasnes

1910

1957

1967

認為創

Torrance 1971

認為創

鴻溝、

驗證及

Jones 1979
認為創

方式改

張玉成 1983

認為創

方案的

心求變

和精進

(五)主張創造

學 者 年代

Taylor 1959
認為科

應變力

Torrance 1964
認為創

力，也

Guilford 1968
認為創

進力。

Williams 1970
認為創

知能力

Gardner 1983
認為創

軀體視

Wiles 1985
認為創

等三種

(六)主張創造是一種人

學 者 年代

Maslow 1959
認為自

傾向，

Rogers 1959 認為創

Stein 1967
認為創

挑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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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力是個人有效處理新問題的能力。

就是在思考歷程中能有創造性事物的產出

定 義

造乃是運用創造思考以解決問題的過程。

造思考是一序列的過程，包括覺察問題的缺陷、知識的

要素的遺漏等，進而發覺困難，尋求答案，出出假設、

再驗證假設，最後報告結果。

造力是學生運用變通力、獨創力和敏覺力將常用的思考

變成不尋常及產出性的思考方式。

造思考的過程始於問題的覺知，繼以心智活動的探索、

提出，而終獲問題的解決和驗證，在思考過程中保持求

、冒險探究的精神，並表現出敏覺、流暢、變通、獨特，

的特質。

力是一種創新的能力和問題解決的能力

定 義

學的創造力應包括表達力、生產力、發明力、創新力和

等五項。

造力可能是一種發明能力、產出性能力、擴散性思考能

可能是想像力。

造力的因素包括流暢力、變通力、獨特力、再定義和精

造力的因素包括流暢力、變通力、獨特力和精進力等認

。

造力可包括語言的、邏輯教學的、音樂的、空間視覺的、

覺的和社會或個人的六大領域。

造力應包括視覺力和知覺力、語彙的能力、繪畫的能力

能力。

格傾向，具有創造傾向者更能發揮其創造力的效果

定 義

我實現的創造力直接從人格中產生，做任何事都有創新的

具有問題解決或產出性特質，這是一種基本的人格特質。

造是一種實現自我，發現自己潛能的傾向。

造者是邁向成功的人，具有好奇的需求，自我決定和接受

勇氣，具有強烈動機和獨立自主的情懷。

接下頁

表 2-1 創造力的定義(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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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nes
1967 認為放鬆的創造性人格可以使運思結果產生不同組合。

賈馥茗 1976
認為創造性的人格傾自是具有自由感、獨立性、幽默感、堅持力、

勇氣等特質。

(七)主張創造力是將可連結的要素加以聯合或結合成新關係的能力

學 者 年代 定 義

Taylor 1959
認為創造力乃是將零碎或無關的訊息組合成新產品的能力。

Mednick 1962
認為創造力乃是創造者為特殊需要或有用目的，將可連結的要

素加以聯合而成新的關係之能力。

Parnes 1967

認為創造性行為乃根據內外在特殊刺激而來的反應(事物、文

字、符號)，產生至少一種以上的獨特組合，以增強反應或反應

類型。

Arietil 1976
認為創造力乃是運用早已存在的，可以利用的材料，用無法預

測的方式去加以改變。

Wiles 1985
認為創造乃是刻意將不同事物，觀念連結成新的關係，此種能

力稱為創造力。

(八)主張創造力是個人整體的綜合表現

學 者 年代 定 義

Gowan 1972
認為創造力乃是從認知的、理性的到幻覺的、非理性的連續體，

應該以整合的態度加以看待。

Ferguson 1973
認為人類的智力和情意、自由和紀律、推理和直覺、時與虛、原

級與次級過程、混亂和秩序等者能在大腦中保持創造的和諧。

Keating 1980
認為本質上創造力應包括內容知識、擴散性思考、批判性分析和

溝通技巧四方面。

Clark 1983
提出創造力環的理論，主張必須思考、情意、感覺與直覺合為一

體，方能發揮創造力。

郭有遹 1985
認為創造乃個體群體生生不息的轉變過程，以及智、情、意三者

前所未有的表現。

李錫津 1987

認為創造力乃是創造性人物，以及原有的知識為基礎，發揮其好

奇、想像、冒險、挑戰的人格特質，運用其習得之創造技能，透

過慣用的創造性歷程，表現出流暢、變通、獨特、精進的能力，

獲得新穎、獨特、稀奇、與眾不同，以及利人利己的觀念、行為

或產品的總合。

表 2-1 創造力的定義(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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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創造力相關理論

從表 2-1 中所呈現創造力定義的多樣性，便可瞭解創造力內涵本

身的複雜性，然而，隨著創造力相關研究發展日益成熟，目前各家學

者對創造力內涵的釋義已有逐漸聚斂的現象。依據張世彗(2003)的觀

點，目前有關創造力內涵的研究已匯聚出單向度觀點及多向度觀點二

大取向，以下逐一說明之：

(一)單向度觀點

單向度觀點論者，強調以單一面向來切入創造力的研究。而目前

從單向度觀點探討創造力的研究議題不外乎下列「四 P」，亦即以「歷

程」(process)、「個人的特質」(persons)、「產品」(product)及「壓力/

環境」(press/place)等四個單向度的 P，來探究創造力的內涵。

表 2-2 四 P 取向的創造力理論

取 向 內 涵

歷程論

(process)

把創造思考視為一系列歷程，側重於自意念的萌生之前

至形成概念的完整創造歷程的研究。

個人特質論者

(persons)

認為創造力是決定於某種人格特質與動機特性，也可以

說是一種人格特質的表現。

產品論者

(product)

「創造力」是產生獨特的、新奇的和有價值產品的能力。

壓力/環境論者

(press/place)

「創造力」的發展是「壓力或環境」刺激下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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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歷程論

歷程論者在看待創造力的核心概念時，乃側重於創造的完整歷

程。也就是說，把創造思考視為一系列歷程，包括對問題的缺陷、知

識的鴻溝、遺漏的要素及不和諧等之察覺感受，進而發現困難、尋求

答案等心智運作。由於眾多學者所提出的創造思考歷程不盡相同，以

下針對最具代表性的二種觀點加以說明：

(1)四階段說：

Wallas 於 1926 年提出創造思考歷程四階段說，將創造思考的心

理歷程劃分為以下四個時期(陳龍安，1998)：

○1 準備期(preparation)：蒐集相關問題的資料，結合舊經驗和新知

識。

○2 醞釀期(incubation)：百思不解，暫時擱置，但潛意識仍在思考

解決問題之方案。

○3 豁朗期(illumination)：突然頓悟，了解解決問題之關鍵所在。

○4 驗證期(verification)：將頓悟的觀念加以實施，驗證其是否可行。

世界資優教育學會主席Gallagher於 1975年提出的創造歷程模式

也是以四階段說立論(陳龍安，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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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創造歷程的模式

歷程階段 期望的形式 思考運作
人格特質

要素/態度

準備期

(Preparation)
純粹、良好的組織 認知記憶

好學、用功

維持注意力

醞釀期

(Incubation)
漫不經心 個人的思考 智力的自由

豁朗期

(Illumination)

經常混淆，

不協調
擴散性思考

冒險、容忍失敗

及曖昧

驗證期

(Verification)

純粹、良好的組織

及清楚的陳述

聚斂性思考

評鑑思考

智力的訓練

引導邏輯的結果

上述創造過程模式中，Gallagher 對 Wallas 的主張更進一步的延

伸，並將思考運作及人格特質的要素融入其中。此一模式發表後，同

領域之研究者 Wile 與 Bondi 在 1981 年對於此一創造的歷程加以界

說，認為第一階段準備期，和一般學校進行之學習相似，個體經由學

習獲得知識的基礎，種點在蒐集，整理及累積資料。因此，在這一階

段，創造的心智(creative mind)和一般教育的心智(education mind)並沒

有什麼區別(陳龍安，1997)。

第二階段醞釀期，個體將已獲得之基本資料及訊息儲存於前意識

或潛意識中。根據創造者的自我描述於腦海中僅顯現象徵性的符號，

以接收之訊息鮮少有具體的文字描述，此時，個體多半處於渾沌、漫

不經心、以直覺型態直接操作資訊的狀態，此一時期個體常於有意識

與無意識狀態間游走，也接收於腦內的資訊常是片段、扭曲而迷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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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階段是豁朗期，個體表現出頓悟或因突然體驗到豁然貫通、

靈光乍現之感，雖然個體對突然頓悟、剎那間突然有所領會之過程仍

感些許困惑，但卻能將先前已吸取之觀念綜合出新的概念或發現，這

種發現是經由直覺所產生，而創造者本身之心智是獨特的。

第四階段是驗證期，就是將生產出的概念加以證實，賦予實用的

形式，也就是將個體所產生的新奇觀念邏輯化，使其成為他人所能理

解的形 式或將其轉換成他人所能理解的語言。

在一般學校中較重視模式中的第一及第四階段，而忽視了第二及

第三階段的發展，事實上，若想使創造思考教學方案成功實施，則必

須把重點放在第二、第三階段的行為內化上。

(2)五階段說：

Parnes 於 1967 年提出創造性問題解決歷程包括下列五個階段(陳

龍安，1998)：

○1 發現事實(fact finding)：

包括蒐集一切可能的問題和相關資訊。問題解決前必須先蒐集

及審視所有可資利用的資料，資料蒐集完成之後，即應開始分析並

加以整理。有時候，我們必須將那些可能感到困惑的紊亂資料都檢

視過，了解其間每一細節，方能界定複雜且令人困惑的問題。

○2 發現問題(problem finding)：

當所有的資料都收集好，且問題之相關線索皆已明朗，發現問

題、界定問題的工作便會自動顯露出來，在這個階段中，創造者如

同海綿般吸收所有組成問題的資訊，藉著把資訊反覆從海綿中扭出

又重新吸收的過程，重新建構問題的陳述，並界定真正問題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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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發現構想(idea finding)：

這是構想的產生和利用過程。一旦創造者將問題適當的界定，

也已充分辨認有關問題之相關資料後，主要工作就演變成構想的產

生，藉此尋求問題解決的方法。

○4 發現解決方案(solution finding)：

當提出一系列的可能解決問題的構想後，就必須找出最好、最

實際、最妥適解決問題方法，這個階段是評估前階段構想中所產生

的概念，並且要應用最好的構想成為解決問題的策略。

○5 接受所發現的解決方案(accepttance finding)：

這是創造力解決問題過程中最後一個步驟，在這一階段，必須

對先前發展出的問題解決方案做最後的考慮，做完最後考慮和確

認後必須接納發展出的問題解決方案，以便是一個好的概念轉化

成一個有實際應用的概念。

歸納上述二種創造思考歷程學說可得知，創造歷程並沒有一個固

定不變的模式，但創造的發生，有類似的過程及途徑，必須先對相關

問題有明確的了解及概念，繼而運用各種心智能力的運作去生產、發

明出新穎的各項問題解決方案或概念，最終將創造物加以驗證、轉化

成為實用而有效的發明，進入付諸實施的落實階段。由此可知，創造

性思考並非虛幻而不切實際的思維，應是新穎奇特而又不失其真，創

意而不離其實，創新想法但又能夠切合實際的思考歷程。

2.個人特質論

個人特質論者的主要觀點，認為創造力是決定於某種人格特質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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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特性，也可以說是一種人格特質的表現(陳龍安，1990)，所謂「人

格特質」係指創造性人物表現出來的非能力特質，包括氣質、態度、

興趣、動機與情緒(吳世清，2002)。

葉玉珠(2000)所做的研究結果，發現科技界的高創造力者，多具

有以下十六種「意向」特質：

(1)主動學習、動機強。

(2)喜歡閱讀。

(3)喜歡與人互動並分享創意。

(4)喜好思考，常具有創新的點子。

(5)喜歡嘗試，具有冒險精神。

(6)願意成長，不斷求進步。

(7)好奇好問。

(8)勇於表達自己的看法與才能。

(9)有主見喜歡獨立思考。

(10)興趣廣泛。

(11)喜歡解決問題。

(12)喜歡自己動手拆東西、修東西。

(13)獨立自主。

(14)樂觀進取。

(15)具有藝術興趣與審美觀。

(16)勤奮、堅毅不拔。

此外，葉玉珠(2000)進一步指出影響高創造力者的個人特質中，

最重要的二項「能力」特質：組織與分析能力強與自我監控能力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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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學者 Cough 於 1980 年及 Barron and Harrington 於 1981 年分

別整理出有關創造人格之核心特質量表，詳細地列出與創造力相關的

人格特質(廖千惠，2002)：

表 2-4 創造性人格核心特質對照表

創造性人格量表

(Cough,1980)

創造性人格的核心特質

(Barron＆Harrington,1981)

與創造力有正相關者 與創造力有負相關者

能幹的 做作的

靈巧精明的 小心謹慎的

有信心的 平凡的

不滿足的 保守的

幽默的 傳統的

個人主義的 自我中心的

不拘形式的 誠實的

有洞察力的 興趣狹窄的

智力高的 有禮貌的

興趣廣泛的 誠摯的

有發明能力的 順從的

見解獨到的 多疑的

深思的

機智多謀的

自信的

性感的或有魅力的

不附會習俗的

對美好的經驗有高度的評價

具有廣泛的興趣

喜複雜的事物

具有旺盛的精力

能獨立判斷

自主

直覺

自信

有能力解決衝突的自我概念

有強烈的自我概念

相信自己是富創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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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觀點可得，創造必須具備某種人格特質為多數學者所認

可，惟各家說法不一，但經文獻之整理與歸納後也可發現，歷經數十

年來的研究，對於創造性人格特質的觀點已有較一致的看法。歸納言

之，創造性思考在運作過程中，常須突破成規，超越習慣，以求新求

變，冒險探究的精神、去構思觀念或解決問題，個體其行為表現出冒

險性、挑戰性、富有好奇心等之創造性人格特質。

3.產品論

產品論者主要是針對界定產品是否具創造力的標準作探討。詹秀

美(1990)曾綜合多位研究者的定義，指出創造力的產品必須具備以下

二個基本要素：

(1)新奇性或獨特性：必須是創造者所屬的團體中未曾有人產生過相

似性質的產品，該產品的產生方式是創造者以獨特見解而非承

襲既有方法所產生的。

(2)適當性或實際性：該產品必須能夠為大多數人所瞭解或者可用以

解決實際生活中的的問題。

4.壓力/環境論

壓力/環境論者乃著重於瞭解壓力或環境對創造力表現的影響。

毛連塭、郭有遹、陳龍安與林幸台(2000)指出，創造性環境可說是

創造力的溫床，是創造活動的必要條件。一般來說，有助於發展創

造力的環境具有下列幾項特色：

(1)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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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開放

(3)尊重

(4)支持創造

有關壓力對創造力影響的部分，Oldham and Cummings(1996)

發現處於複雜性及挑戰性工作情境，以及主管抱支持態度的員工，

最能產生富有創造力的產品。

(二)多向度觀點

以多向度觀點來探討創造力的內涵，乃近幾年來最為主流的研究

趨勢，其原因乃源於各家學者對創造力的解釋不一，而且就連許多創

造力測驗的編制者，也無法完全肯定在測驗中得分高者，即是有高創

造性行為表現(陳龍安，1990)。因此，多向度觀點論者認為，在探討

創造力的內涵時宜傾向綜合的觀點。

我國學者張玉成(1983)對於創造思考的意義與本質，即採綜合性

的觀點，歸納為下列九個要點：

1.創造性思考是人類心智能力之一，屬於高層次認知歷程，但與智

商有別。

2.創造歷程雖仍未明確，但已有軌跡可循。創造的發生始於問題的

覺察及確定，繼以心智活動的探索，方案的提出，而終於問題的

解釋與驗證。

3.創造性思考運作過程中，首須保持新奇求變，冒險探究精神，並

表現出敏覺、流暢、變通、獨創與精華等特質。

4.創造性思考是目的性行為之一種，其成果常以新穎獨特及有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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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5.創造性思考不能無中生有，須以知識經驗為基礎。

6.創造能力是知、情、意結合，多種不同思考歷程並用的結果。

7.創造能力高者確有與眾不同的人格特質。

8.創造行為如何發生，仍有待研究討論。

9.創造性思考可經由教育訓練而予以增強。

Klein 於 1982 年對於創造的觀點，繪製「創造的結構圖」(圖 2-1)

頗能包含上述之觀點(引自陳龍安，1998，頁 37)。

圖 2-1 創造的結構

資料來源：轉引自陳龍安(1998)。創造思考教學的理論與實際，頁 37。

郭有遹(2001)認為創造的定義涵蓋創造者、創造過程與創造品，

將創造界定為個體或群體生生不息的轉變過程，以及智情意三者前所

未有的表現。其表現的結果使自己、團體、或該創造的領域進入另一

更高層的轉變時代。

這個定義適用於創造者、創造過程與創造品三者中的任一種，也

包括了三者之全部，以及各種創造品的層次(陳龍安，1990)。

產品

過程

內容

創造性人格

支持性的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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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龍安(1998)曾綜合歸納各家有關創造力之定義，研擬出創造力

的定義，認為創造力是指個體在支持的環境下結合敏覺、流暢、變通、

獨創、精進的特性，透過思考的歷程，對於事物產生分歧性的觀點，

賦予事物獨特新穎的意義，其結果不但使自己也使別人獲得滿足。

三、本節小結

綜觀本節所整理出各家學者對於創造力的內涵的詮釋可得知，欲

確立一完美創造力定義誠非易事。研究者於整理各家學者對創造力內

涵之釋義後，歸納出以下結論：

創造力具有不能從單一角度切入探討的多面向特質，因此，欲瞭

解創造力的全貌，宜以多向度及動態發展的互動角度來探究。根據文

獻探討的結果，研究者察覺目前研究者多以統觀 4P 論的角度，來勾

勒創造力的具體輪廓。因此，本研究宜以多面向的觀察來看待師資生

的創造力發展歷程，於實驗流程中，應同時側重於對創造力不同構面

交互影響歷程的觀察，同時參考創造力的研究和實務經驗，以獲致最

客觀的研究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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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創造思考教學的內涵

本節的主要目的是針對創造思考教學的核心概念作探討。全節共

分為：一、創造思考教學的涵義；二、創造思考教學參考架構；三、

創造思考教學模式；四、創造思考教學策略；五、創造思考作業的設

計與實施；六、創造思考教學對教師的期許；七、本節小結等七個部

分。

一、創造思考教學的涵義

從培養人才的觀點來看，創造思考教學是培養創意人才的教

學，從開發能力的觀點來說，創造思考教學是以開發創造力為主體的

教學，從問題解決的觀點切入，創造思考教學則是培養人以創造性方

法來解決問題的能力(張振成，2000)。

陳龍安(1997)認為，創造思考教學的主要內涵為「教師經由課程

的內容及有計劃的教學活動，在一種支持性的環境下，運用各種創造

思考策略，以激發和助長學生創造行為的一種教學方式，亦即利用創

造思考的策略來配合課程，讓學生有創造思考以及應用想像的機會。」

而就教師本身而言，創造思考教學乃是鼓勵教師能夠因時制宜，變化

教學的方式，這種教學方式能夠啟發學生創造的動機，鼓勵學生創造

的表現，增進學生創造才能的發展(陳龍安，1997)。

李錫津(1986)認為創造思考教學係透過教學的方式，指導學生於

習得學科概念、能力的同時，能熟悉創造性思考的策略及原則，對生

活週遭的事物，能觀察入微、精心思考、產生新穎、獨特、創新且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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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可行的新觀念、新看法、新方案，使學生不知不覺中學得學科的基

本概念、動作技能和情意的內涵。所以，創造思考教學，可以說具有

指導學生發展創造的才能與潛能、鼓勵學生經由創造的歷程學習做有

效創造性活動的特質。

林幸台(1996)也指出，創造思考教學應鼓勵學生發揮想像，以增

進創造思考能力。就學習活動而言，應以學生為主體，在教學中不獨

占整個教學活動，注重學生的興趣，鼓勵學生表達與容忍不同的意

見。另外也應提供一個自由、安全、和諧的學習情境與氣氛。因此，

認為創造思考教學應具有下列特徵：

(一)鼓勵學生應用想像力，增進其創造思考能力。

(二)學習活動以學生為主體，教師不獨占整個教學活動時間。

(三)特別注意提供自由、安全、和諧的情境與氣氛。

(四)教學方法注重激發學生興趣、鼓勵學生表達與容忍學生不同的意

見，不急給予判斷。

創造思考教學從學習的種類來看，是屬於思考的、問題解決的；

從創造本質來看，教學過程與內容是流暢、獨創、變通而精進的。因

此，創造思考教學與傳統教學應具有不相衝突而能相輔相成的特質

(陳龍安，1998)。

二、創造思考教學參考架構

國內學者毛連塭(1989)提出實施創造思考教學應包括的各項要

素，並根據其間的關係建立如圖 2-2 的參考架構：

(一)提供有利創造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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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幫助學生發揮創造的潛能。

(三)激發創造的動機。

(四)培養創造的人格。

(五)發展創造思考技能。

(六)鼓勵創造行為。

(七)珍視創造成果。

圖 2-2 創造思考教學參考架構(Ⅰ)

資料來源：毛連塭(1989)。實施創造思考教育的參考架構。創造思考

教育，1，2-9。

以創造力理論為基礎，陳龍安(2000)進一步提出更為具體詳盡之

提出創造思考教學之九大具體目標及實施細則，其間關係建立如圖

2-3 之創造思考教學架構圖：

發揮創造潛能

激發創造動機

培養創造人格

發展創造思考技能

學

生

助長 助長

珍視創造成果鼓勵創造行為

創造思考的過程

提供創造性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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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創造思考教學架構圖(Ⅱ)

資料來源：陳龍安（2000）。創造思考教學。載於毛連塭等（合著），

創造力研究（頁 230）。

以上各項要素，在創造思考教學中皆占有舉足輕重的影響，要使

創造思考教學發揮適當功能，必須各項要素的綜合運作，相互搭配，

才能提供創造者最有利的創造條件，缺少其中一項或數項，都會減弱

創造的可能性。

三、創造思考教學模式

教學模式是一種結構化的組織架構，用以發展特殊學習活動和教

育環境，創造思考教學模式即為激發或培養學生創造力的基本教學架

創
造
思
考
教
學
理
論
基
礎

創

造

思

考

教

學

評
量

1.敏覺

2.流暢

3.變通

4.獨創

5.精進

1.想像

2.挑戰

3.好奇

4.冒險

認知

情意

創

造

思

考

教

學

目

標
教
學
評
量

教
學
活
動

單
元
主
題

教
學
資
源

單
元
目
標

創造思考教學活動設計

創
造
思
考
教
學
模
式

創
造
技
法

學
習
領
域

學
習
環
境

學
生
背
景

創造思考教學活動設計

1.融入課程

(1)集中

(2)分散

2.資源教室

(1)學習中心

(2)小組教學

(3)個別指導

3.競賽

4.營隊

5.作業
6.其他

創

造

思

考

教

學

實
施



30

構(陳龍安，1997)。創造思考教是否需要有一定的模式，這個問題曾

在有關教學研討會引起學者專家及教師們的爭論。事實上，創造思考

教學模式本身就如同創造思考教學之精神，具有多樣性、多變性，適

合個別差異的特性，並非放諸四海皆準，然不論是何種模式，其共同

目標就是為了激發學生的創造思考，進而培養學生創造思考能力與問

題解決能力(陳龍安，1984)。

目前於國內外已發展之創造思考教學模式種類繁多，以下就國內

外最具代表性之創造思考教學模式，加以闡述：

(一)威廉斯創造與情意的教學模式

Willianm 於 1970 年曾為小學培養創造思考，提供一種三度空間

結構的教學模式。這是一種強調透過課程內容，運用啟發創造思考的

策略，以增進學生創造行為的教學模式。圖 2-3 即為這種教學模式，

圖中所呈現的是一個三度空間的結構，它強調現行學校課程中，各種

不同的學科(第一層面)，經由老師的各種教學方法(第二層面)，來激

發學生四種認知和四種情意的發展(第三層面)，以達到預期的教學目

標(引自陳龍安，1998，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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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重

9.探索
10.容忍曖

11.直觀表達
12.發展調適法

13.創造者與創造
14.情境評鑑法

15.創造性閱讀技術
16.創造性傾聽技術

17.創造性寫作技術
18.視覺化技術

語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音樂

美勞

流暢性思考
變通性思考
獨創性思考
精密性思考
好奇心
冒險心
挑戰心
想像心

認知的

情意的

表 2-5 威廉斯創造思考教

圖 2-4 威廉斯創造思考教

資料來源：陳龍安(1998)。創造思考教學的

由此圖中可看出，第一個層面列舉了語文

音樂、美勞等國民小學課程中所內含的學科。

下表的十八種創造思考教學策略：

名 稱 定

1.矛盾法
發現一般觀念未必完全正確；

發現各種自相對立的陳述或現

2.歸因法

發現事物的屬性；

指出約定俗成的象徵或意義；

發現特質並予以歸類。

3.類比法

比較類似的各種情況；

發現事物間的相似處；

將某事物與另一事物做適當比

第一層面 第二層面 第三層面

第一層面

課程(教材內容)

第三層面

學生的行為

(教學目標)

二層面

學策略

教師行為)
1.矛盾法
2.歸因法

3.類比法
4.辨別法

5.激發法
6.變異法

.辨別法
組法
的技術
昧法
法

過程分析法

第

教

(

學策略(續)

學模式

理論與實際，頁 58。

、數學、社會、自然、

第二個層面則列舉出如

義

象。

喻。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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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辨別法

發現知識領域不足的空隙或缺陷；

尋覓各種訊息中遺落的環節；

發現知識中未知的部分。

5.激發法

多方面追求各項事物的新意義；

引發探索知識的動機；

探索並發現新知或新發明。

6.變異法
演示事物的動態本質；

提供各種選擇、修正及替代的機會。

7.習慣改變法
確定習慣思想的作用；

改變功能固著的觀念及方式，增進對事物的敏感性。

8.重組法
將一種新的結構重新改組，創立一種新的結構；

在零亂無序的情況裡發現組織並提出新的處理方式。

9.探索的技術

探求前人處理事物的方式(歷史研究法)；

確立新的地位與意義(描述研究法)；

建立實驗的情境，並觀察結果(實驗研究法)。

10.容忍曖昧法
提供各種困擾、懸疑或具有挑戰性的情境，讓學生思考；

提出各種開放而不一定有固定結局的情境，鼓勵學生擴散思考。

11.直觀表達法
學習透過感官對事物的感覺，來表達感情的技巧；

啟發對事物直覺的敏感性。

12.發展調適法
從錯誤或失敗中獲得學習，在工作中積極的發展而非被動的適

應；引導發展多種選擇性或可能性。

13.創造者與創造過

程分析法

分析傑出而富有創造力人物的特質，以學習洞察、發明、精密

思慮及解決問題的過程。

14.情境評鑑法
根據事物的結果及涵義來決定其可能性；

檢查或驗證原先對於事物的猜測是否正確。

15.創造性閱讀技術
培養運用由閱讀中所獲得知識的心智能力；

學習從閱讀中產生新觀念。

16.創造性傾聽技術
學習從傾聽中產生新觀念的技巧；

傾聽由一事物導致另一事物的訊息。

17.創造性寫作技術
學習由寫作來溝通觀念的技巧；

學習從寫作中產生新觀念的技巧。

18.視覺化技術
以具體的方式表達各種觀念；

具體說明思想和表達情感；透過圖解描述經驗。

表 2-5 威廉斯創造思考教學策略(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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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層面是學生的行為發展，包括了發展學生創造思考能力八

個向度的重要過程。其中流暢、變通、獨創和精密的思考等四種，是

有關學生擴散思考發展的心智歷程，屬於認知的領域。另外，與認知

同樣重要的另一個領域之情意特質的發展，有關創造力的情意發展，

包括了好奇心、冒險心、挑戰心和想像新等四種，關係著學生的態度、

價值、欣賞和動機等特質，這些特質會促使學生與知識、事實、資料

等發生實際的連結，產生有意義的學習，這些過程的訓練，幫助學生

兼顧邏輯與情感，使他們對自己所敏感或好奇的事物去進行推測、假

設、推敲、驗證，也使得他們能夠坦然接受自己的玄想與直覺，因此，

創造性認知能力及情意的培養，同為創造思考教學中不可或缺的重要

元素。以下將本模式中所提出的八種學生行為定義列表說明如下(引

自陳龍安，1998，頁 62)：

表 2-6 創造思考行為發展內涵歸納表
名 稱 定 義

1.流暢的思考
(想起最多的… .)

量的推演；
思路的流利；
反應數目的多寡。

2.獨創的思考
(以新奇而獨特的方式思考)

持有特異的反應；
產生不同凡響的結果。

3.變通的思考
(對… .採取不同的途徑)

提出各種不同的意見；
具有移轉類別的能力；
附有迂迴變化的思路。

認

知

領

域 4.精密的思考
(對… .有所增益)

能夠修飾觀念；引申事物或看法；
拓展簡單的主意或反應使其更趨完美；

5.冒險心
(能夠勇於… .)

勇於面對失敗或批評；勇於猜測；
在複雜的事物中辯護自己的想法及觀點。

情

意

6.挑戰心
(能面臨… .的挑戰)

積極找尋各種可能性；
明瞭事情的可能及現實間的差距，能夠自複雜
中理出秩序；願意探究問題或主意。

接下頁



領

域

34

7.好奇心
(樂於… .)

富有尋根究底的精神；與一種主意周旋到底，
以求徹底了解。

8.想像心
(富於跳躍思考的能力)

將各種想像加以具體化；
喜於想像從未發生過的事物；
依憑直覺的推測；
能夠超越感官及現實的界限。

從以上說明可得知，威廉斯創造思考教學所強調的重點，在於教

學歷程是由教學內容、教學策略及學生行為所構成的多元結構體，非

單一方向的取材或固定的教學方法可完成，教師應善用各種教學策

略，在不同學科中搭配適用之教學方法，使學生在不怕受到批判的自

由氣氛下，充分發展各個向度的創造思考潛能。

(二)帕尼斯創造性問題解決模式

創造性問題解決(Creative Problem solving)的教學模式係由美國

學者帕尼斯(Parnes,S.J.1967)所發展出來的(鄭雅文，2002)，此一模式

係以創造思考歷程的理論為基礎，發展出系統的方法來解決問題，此

一系統法則與一般解決問題歷程之不同處，在於特別強調問題解決者

在選擇或執行解決方案之前，應儘可能想出各種及多樣的問題解決方

法，在激發個體的擴散思考能力後，再由聚斂思考的過程來尋找最佳

的解決方法。

此一模式之基本假設有二：

1.在學生學習方面，認為每個學生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創造力，也

可以透過實例和練習增強創造的行為。而知識在創造力的培育

仍非常重要，一個人如果沒有預先儲備的知識則無法創造，也

就是說，一個人預先儲存的知識左右著創造活動的進行與否。

2.在教師教學方面，認為教師能夠而且應該教導創造行為，為了

表 2-6 創造思考行為發展內涵歸納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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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

斂

性

安排一種易於學習創造行為的氣氛，教師必須：建立一個能自

由表達的環境、鼓勵幽默，以孕育創造思考的質與量。

根據 Parnes 的研究，創造性問題解決的步驟如下：發現困惑→

發現資料→ 發現問題→ 發現構想→ 發現解答→ 尋求接受。其立論觀點

強調這六個步驟要能按部就班，循序漸進，方能真正達到創造性問題

解決的真正品質。

創造性問題解決教學模式之流程如圖 2-5 所示：

圖 2-5 創造性問題解決之教學模式

資料來源：陳龍安(1998)。創造思考教學的理論與實際，頁 67。

圖 2-5 說明了創造性問題解決教學過程中的六個步驟，圖中的菱

形表示在每一個步驟中嘗試用不同的處理方法時，一再產生擴散性和

聚斂性的思考。例如，在第四步驟，列出許多不同的想法(擴散性思

考)之後，解決問題者選擇了一些最重要者(聚斂性思考)放在如圖 2-6

的評鑑表中。在尋求解決方法的步驟時，問題解決者必須決定要用的

標準，將自認為最重要者列入表格，根據等級(例如等級一表示不好，

發現

問題
發現

構想

發現

困惑

發現

資料

1 2 3 4

行

動

新
的
挑
戰

或發現

解答
尋求

接受

5 6

步驟

擴

散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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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每一個主意以等級評估。

綜合評鑑
後，進入
下一步。
驟。

總

計

標準

等級二表示尚可，等級三表示好)加以統計，再做綜合評估。到第六

步驟，重點在「這個計畫是否被接受？」。若被接受，可能因此而形

成一被接受的計畫、行動，或者可能面對新的挑戰。假若形成的解答

或計畫不被接受，則須回到第四步驟，選擇不同的主意，再將其列入

評鑑表內，依同樣的標準加以評鑑，但是也可以有所變化或重新安

排，以便改變主意。

圖 2-6 解決方法評鑑圖表

資料來源：張世彗(2003)。創造力-理論、技術/技法與培育，頁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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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將此一教學模式每一步驟之活動重點整理如表 2-7。

表 2-7 帕尼斯創造性問題解決的教學過程及內容(整理自陳龍安，1998)

步 驟 活動內容

思考歷程重點

D：擴散性思考(Divergent think)

C：聚斂性思考(Covergent think)

1.發現困惑

(1)從雜亂無章的事實中分析出已

知者。

D：分析困擾自己且又待解決的問題。

C：排列以上急需了解與必要知道的事

實問題。

2.發現資料

(1)蒐集有關的資料。

(2)仔細而客觀的觀察。

(3)探究情境中的事實。

D：收集一切可供參考之相關資訊，越

多越好。

C：將資料進行整理與歸納。

3.發現問題

(1)從若干觀點思索可能的問題。

(2)把範圍縮小到主要的問題。

(4)重新以可解決的形式陳述問題。

(5)改變動詞，重新陳述問題。

D：運用想像力發現更多的問題或次問

題。

C：架構或選擇一個最特殊或最關鍵的

問題情境。

4.發現構想

(1)產生許多可能解決問題的方法。

(2)使用腦力激盪法循求多種可能

解決的途徑。

D：激盪許多不同的點子。

C：選擇具可行性、創意及有趣的點

子。

5.發現解答

(1)在數種可能解決方法中選擇最

可行者。

(2)就解決方法發展評鑑準則。

(3)根據準則評估可能的解決方法。

D：發展評估點子的標準。

C：利用評估標準選擇較有效的解決方

法。

6.尋求接受

(1)發展行動計畫。

(2)針對計畫徵求他人意見及支持。

D：考慮可能的助力及阻力，找出可行

的方案。

C：建立詳細的行動計畫並執行之。

從表 2-7 中，我們可以了解，CPS 教學法是在教學過程中，激發

出學生擴散思考及聚斂思考兩個不同向度的思考能力表現。使學生除

能開創新點子外，尚能運用聚斂思考的過程，培養對問題的洞察力，

並能綜合歸納、做出適當的選擇，藉此流暢並強化整個思考過程及清

楚個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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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CPS 教學下，教師必須扮演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知識促成者，

使學生經由探究學習，養成學生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的態度，能考量

別人的觀點，且能對於激發出的點子持適當的懷疑態度，才不致使學

生在思考的激發過程，最後淪為天馬行空、生產不切實際點子的結果。

(三)教室中的創造力系統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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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 2-7 所示，教室控制知

識的篩選，學生負責學習知識及呈現所學內容，供教師評估。而學生

是教室中變異的起源之一，接觸學習材料時學生產生了新想法並加以

表現，此時，具有敏銳度的教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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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發生了。

圖 2-7 教室中的創造力系統模式

資料來源：Csikzentmihalyi, M., & Wolfe, R. (2000). New conceptions

and research approach to creativity: Implications of a

systems perspective for creativity in education. In Heller, K.

A., Monk, F. J., Sternberg, R. J. & Subotnik, R. F. (eds.),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Giftedness and Talent (pp.81-94).

企劃：
舊知識中產生變異

學習材料

學生教師

課程：
傳遞舊知識

評量：
選擇新變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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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A1
A2

A3

A4

A5
A6

A7A8

A9

A10

A11

A12

四、創造思考教學策略

「創造思考教學策略」是指運用創造思考原理原則，在開放、支

持性的情境下，用以激發並增進學習者創造思考能力的技術或方法

(陳龍安，1998)。歷來中外文獻對於啟發創造思考之策略敘述頗多，

在這一部份文獻裡，研究者希望有系統地將各種可供創造思考教學使

用的方法做一歸納介紹，因此將各種策略依創造歷程的理論加以分

析，尋求各種策略的內在規律與特質的統整歸納，陳龍安(1997)歸納

出擴散性創造思考策略及聚斂性創造思考策略二種具不同特質的創

造思考教學策略發展主軸。茲將二者分別說明如下：

(一)擴散性思考教學策略

擴散性思考是指利用不同的思考方向，不受限於現有知識範

圍，不遵循傳統的固定方法，採取開放和分歧方式，以衍生各種可

能的答案或不同的解決方法，也就是根據某一線索(C)，引申出各種

不同可能答案(A)的思考方式(如圖 2-8)。而擴散性思考教學策略，

便是教師用以激發學生產生不同向度新穎觀念或想法的特定手段。

以下就陳龍安(1997)及張世彗(2003)整理之最具代表性擴散性創造

思考策略加以界說：

圖 2-8 擴散性思考結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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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腦力激盪術(Brainstorming)

「腦力激盪術」(brainstorming，簡稱 BS)，是 Osborn 於 1957 年

所提出。它是利用集體思考的方式，使思想相互激盪，發生連鎖反應，

以引導出創造思考的方式(廖千惠，2002)，具有「集思廣益」、「三個

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的精神。實施腦力激盪術之前，須先了解其

實施原則及步驟方能達到實施效果，茲將腦力激盪術之基本原則及實

施步驟說明如下：

(1)腦力激盪的基本原則：

○1 暫緩批評：不做任何有關優缺點的評價。

○2 自由奔放：歡迎自由聯想，容許異想天開的意見。

○3 越多越好：觀念和點子越多越好。

○4 結合歸納：巧妙的運用移花接木的原則，鼓勵巧妙的利用並改

善他人的構想。

(2)腦力激盪的步驟：

○1 選擇及陳述問題。

○2 說明必須遵守事項。

○3 組織並激發團體氣氛。

○4 主持討論會議。

○5 紀錄與會者所提出之意見。

○6 進行系統評估並選取最好的意見。

腦力激盪術被視為最有效的問題解決技巧，也是創造思考教學中

最常使用的策略，不僅適用於團體，也是促進個體發展的重要活動(陳

龍安，1997；廖千惠，2002)。因此，教學者宜多加探索，了解其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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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髓，以利創造思考教學之推展。

2.分合法(synectics method)

分合法為 Gordon 於 1961 年所創，是一種透過已知的事物作媒

介，將毫無關聯的、新奇的知識或事物結合起來，以產生新知的方法。

也就是擷取現有事物的特質創造出新事物(張世彗，2003)。其內涵即

所謂「同中觀異、異中觀同」，就是「使熟悉的事物變得新奇(由合而

分)，使新奇的事物變得熟悉(由分而合)」。例如問學生：「如果教室像

電影院，會發生什麼事呢？」讓學生以新的途徑去思考所熟悉的事物。

分合法主要運用「類推」和「譬喻」來激發學生的新構想，Gordon

提出以下四種類推的方法：

(1)狂想類推(fantacy analogy)：

這種方法是讓學生考慮解決問題的途徑，儘可能以不尋常的思路

去考慮或儘可能去牽強附會。

(2)直接類推(direct analogy)

這是將兩種不同的事物，彼此加以譬喻或類推，藉以觸類旁通、

舉一反三，運用策略，要求學生找出與實際生活情競相類同的問題情

境或直接比較相類似的事實、知識或技術的手段。它的作用在於將真

正的問題情境或主題的要件，轉換到另外一個問題情境或主題，以便

對問題情境或主題產生新的觀念。

(3)擬人類推(personal analogy)

將事物「擬人化」或「人性化」，例如台北市之於台灣的重要，

就好像是人的心臟；挖土機是模仿人的心臟作成的。此一教學策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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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要條件，便是讓學生感受到他是問題情境中的一個要素，強調同理

心的涉入。

(4)符號類推(symbolic analogy)

這是運用符號象徵化的類推，例如詩詞或簡單符號的表達，可以

引伸或解析某一較高層次的意境或觀念；或是看到了交通號誌，可以

使人立即聯想到某些規定。符號類推具有「直指人心」、「立即了悟」

的特質。

3.六三五默寫式激盪法

本法具有腦力激盪法的優點，但是一種強調不妨礙他人發言，自

己亦無需出聲的腦力激盪方法(張世彗，2003)。

(1)準備

○1 參加者為六人(雖然參加人數以六人為最理想，但並不侷限非

六人不可)。

○2 在每個人面前放置構想卡(卡片的尺寸相當於 A4 紙張，上面

畫有表格，表格橫列有六列，代表有六人參與，直行則有三行，

代表每人於五分鐘內需完成三個構想)。

(2)程序

○1 以 A 到 F 代表六個人，每個人都必須在面前的卡片上寫出三

個構想，並在五分鐘內完成。開始進行該法前，由出題者提示

問題，如有疑問點必須預先澄清。

○2 五分鐘一到，每個人都要把面前的卡片傳給右鄰的參加者。在

第一個五分鐘內，個人分別在傳送到自己面前的卡片上填寫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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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構想。每隔五分鐘一次，一共六次，三十分鐘為一個循環，

根據計算，每一個循環得到 108 個構想。

4.六六討論法

由 Donald Phillips 首創，以腦力激盪為基礎，適用於大團體時的

討論方式。將大團體分為每組六人的小組，只進行 6 分鐘的小組討

論，再回到大團體中分享成果，最後進行評估。其方法與程序為(陳

龍安，1997)：

(1)決定主題。

(2)推選一位主席、一位計時員。

(3)每人輪流發言一分鐘，所有成員要注意傾聽其發表。

(4)一分鐘未到不可停止發言。

(5)一分鐘到還沒有講完，計時員應要求立即停止發言。

(6)推派一位發言代表。

(7)回到大團體分享成果。

5.自由聯想技術(free association techniques)

所謂自由聯想技術，即是教師提供一個刺激，讓學生以不同的方

式自由反應，學生可由其所學過的知識，或所經歷過的經驗中，運用

聯想的技巧，去尋找並建立事物間新而富有意義的聯結關係。教師對

於學生所提的看法或意見，不予建議或批評，完全讓學生依照自己的

方式，自由提出各種不同的想法或觀念，當學生提出具有獨特性的、

少有的構想時，教師則可鼓勵他，讓他想出更多更新奇的構想。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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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想技術，可以激發學生的想像力，使其腦筋靈活，是增進創造性思

考的好方法(吳世清，2002)。

(二)聚斂性思考教學策略

所謂聚斂性思考係指個人利用已有的知識和經驗做為導引，按照

傳統的方法，從儲存的資料中尋求正確答案的推理性和邏輯性思考，

所以這種思考是有方向和範圍的，也就是個體依據許多線索

(C1,C2...)，歸納或以整合的思考途徑去尋求答案(A)。而聚斂性思考

教學策略，則是引導學生以聚斂性思考的方式，對各種問題和事物，

進行分析、整理、歸納，並依依定的標準加以判斷選擇的一種教學方

法(陳龍安，1997)。

圖 2-9 聚斂性思考結構圖

1.屬性列舉法(attribute listing)

屬性列舉法係由 Crawford 於 1954 所發明的。他認為每一事物皆

從另一事物中產生。一般的創造品都是從舊物中改造。實施的時候，

A

C2

C3

C4

C5

C6

C7

C8

C9

C10

C11

C12
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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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讓學生列舉所研究問題或物品的各種屬性，然後提出各種改進屬性

的辦法，使該物品產生新的用途(張世彗，2003)。為了便利學生思考，

可採用下列的方法，提醒他們列出更多的、更不平凡的屬性：

(1)特性列舉法

依物品的構造及其性能，按名詞(物質、材料、製法..)、形容詞(形

狀、顏色..)、動詞(技能、相關動作..) 特性列出，然後檢討每一特性

可改良處。

例如：茶杯的特性，在名詞方面有玻璃、塑膠、鋁、不銹鋼..；

在形容詞特性有：不碎的、美觀的、光滑的..；在動詞特性有可摺疊

的、可伸大縮小..等。

(2)缺點列舉法

把產品的缺點，毫不客氣的指出來，儘量挑毛病，再針對這些缺

點設計改良。

(3)希望列舉法

對現有觀察或主題做積極幻想，暫且不論可行性如何，只要是所

有想到的全部都列出來，因為今日認為不可行的幻想，可能明日便成

為可行。

2.檢核表技術(check-list technique)

所謂「檢核表技術」就是從一個與問題與題旨有關的列表上來旁

敲側擊，尋找線索以獲得觀念的方法(陳龍安，1997；廖千惠，2002)。

查核表上列有問題或事物改革方向的清單，以導引創造者逐一查核思

索，繼續獲得新的觀念，這是一種用來訓練學生思考周密，避免考慮

問題有所遺漏的一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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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技術的使用，可以先將問題列成一張分析表或像書目大綱的

檢核卡(如圖 2-10)，然後寫出大綱中每項所需處理獲解決的要點，最

後逐一考慮每一要點可供改變的方向，以獲致最佳的問題解決方法。

3.型態

型

新觀念

(1)問

(2)列

(3)列

(4)使

此

(1)任

(2)知

(3)任

(4)欲

係

(5)在
擴大 縮小 代替 重組 反轉 增加 減少

分開 集中 連接 重複 插入 剔除 調換
圖 2-10 檢核表技術使用卡

資料來源：陳龍安（1997）。創造思考教學，頁 140。

分析法(morphological analysis)

態分析法係以結構分析為基礎，再使用組合的技術來產生更多

的方法。實施時，有下列步驟可供參考(張世彗，2003)。

題的敘述應儘量廣泛。

舉出有關這個問題的獨立要素。

舉出每一獨立要素的可變元素。

這些元素(或觀念)相互結合，形成許多新觀念。

一策略之基本原則如下：

何一種有限的概念，都是不完全的。

識是無限制的。

何領域都在尋求整體的知識。

期徹底解決一種問題，應從所有以之要素的所有可能的結合關

中獲得。

各種事物之間，有一種放之四海皆準的關係存在。

包裹 軟化 放鬆 繃緊 毀壞 彎曲 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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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綜合法應先賴於分析法，否則不能獲得客觀的分類。

(7)應先尋求各種價值的型態構造(即可能的排列組合)而後尋求所

需的觀念或答案。

4.六 W 檢討法

六 W 檢討法主要是針對一種現行的辦法或現有產品，從六個角

度來檢討問題的合理性(廖千惠，2002)。此種方法可以從消極方面，

指出缺點所在，在積極方面，亦可提出改良方法，以擴大產品之效用，

同時增進思考的效率，由其中再發展出新的構想。而這六個思考的角

度包括：為什麼(why)、做什麼(what)、何時(when)、何處(where)、如

何(how)。其主要內涵是依照問題性質的不同，用各種不同的發問技

術來檢討並分析其中關鍵因素，再提出改進之措施，以發揮產品之最

大效能及功用。

5.創意十二談

大陸學者許立言、張福奎提出了十二個「聰明的辦法」，用以指

導青少年兒童的創造思考能力(陳龍安，1997)。

(1)加一加。在這件東西上添加些什麼東西，會有什麼結果？

(2)減一減。在這些東西上減去些什麼，會怎麼樣呢？

(3)擴一擴。使這些東西放大、擴展，結果會怎樣呢？

(4)縮一縮。使這些東西壓縮、縮小，會怎樣呢？

(5)變一變。改變一下形狀、顏色或味道，結果會如何呢？

(6)改一改。這些東西還存在什麼缺點？有改進這些缺點的辦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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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聨 一聨 。把某些東西或事情聯繫起來，能幫助我們達到什麼樣的

目的嗎？

(8)學一學。有什麼事物可以讓自己模仿、學習一下嗎？

(9)代一代。有什麼東西能代替另一樣東西嗎？

(10)搬一搬。把某些東西搬到別的地方去，還能有別的用處嗎？

(11)反一反。如果把一件東西、一個事物的正反、上下、左右、前

後、橫豎、裡外顛倒一下，會有什麼結果？

(12)定一定。為了解決某一個問題或改進某一件東西，為提高學習、

工作效率和防止可能發生的事故或疏漏，需要規定些什麼嗎？

五、創造思考作業的設計與實施

作業是指在課前、課中、課外或課後，教師為了達到教學目標，

而要求學生從事的各種工作和課業(陳龍安，1988)。創造思考教學可

透過各種彈性的方式來實施，其中，創造思考作業便是一種可達到創

造思考教學目標又簡便可行的方法。根據許多實證研究顯示，創造思

考作業有助於學生提高其學業成績及創造思考能力，實為創造思考教

學中重要的一環，有加以推廣之必要(陳龍安，1997)。以下就創造思

考作業之意義、特性、設計原則及輔導要領，依序說明如下：

(一)意義

以廣義來說，創造思考作業是指教師針對課程需要，配合學生程

度，指定學生在課內外所從事具有創造思考的學習活動或工作(余瑞

虔，1999)。以較狹義的定義來說，創造思考作業是教師提供一些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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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讓學生運用擴散性思考去從事習作或練習，而產生不同答案的作

業；也就是教師運用激發創造思考的原理或策略所編製的一些書面問

題，讓學生以書寫的方式來呈現，其目的在藉作業練習來增進學生的

創造思考能力(陳龍安，1984)。

(二)特性

陳龍安(1998)指出創造思考作業如欲突破傳統的窠臼，免除學生

機械式抄寫的痛苦，應該具有下列幾項特性：

1.多樣性：作業的目的是多層性的，不限於認知、記憶，而更強調

擴散性思考及理解、分析、綜合、評鑑以及解決問題能

力的培養。

2.啟發性：作業要能引起學生興趣與注意，主動去探討，並能激發

學生想像力、綜合思考能力，使其充分發揮潛能。

3.挑戰性：由作業中所提的線索，能由已知導至未知，由單樣演變

為多樣，對學生具有激勵與挑戰作用。

4.適應性：由於創思作業的答案具有分歧性，可能有多種正確答

案，因個人的程度及想法會有不同的解題方式出現，能

適應個別差異，使學生依照自己的程度及構思作答，沒

有挫折感。

5.完整性：作業是課程中的一部分，包括各種學習應與原來的課程

密切配合，補學科教學之不足，學生從創造思考作業

中，可學習到知識、能力、態度、理想和欣賞等完整的

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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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設計原則

1.作業的答案沒有固定的標準，也不是課本上能夠找到的。

2.作業要考慮學生的程度與興趣。

3.作業的方式應多變化。

4.作業的內容應配合學科教材。

(四)輔導要領

創造思考作業的實施，除須經完善的設計過程外，尚需輔以正確

的輔導要領來指導學生，方能達成作業實施之最大效用，茲將陳龍安

(1998)歸納之創造思考作業輔導要領呈現如下：

1.多鼓勵並讚美學生不平凡的答案。

2.給予學生足夠的思考時間。

3.應有容忍及接納學生不同意見及答案的雅量。

4.鼓勵蒐集各種有關資料，培養學生獨立學習的能力。

5.重視親子及師生間的良好關係及和諧氣氛。

6.應與學生一起學習，提供適當線索，但不可越俎代庖。

7.不必要求學生每一題均要立即寫出答案。

8.教師可利用作業的內容，作為教學活動之用。

9.作 業 不 一定 均 用 纸 筆 作 答 ，可採口述回答或其他更活潑的方式。

六、創造思考教學對於教師的期許

由於教學活動的進行與安排，多半由教師來主導，雖然教師本身

不必具高超的特殊才能與技能，但卻需具備絕對豐富的教學涵養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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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知能，因為創造思考教學是充滿藝術性的教學，教學的方法、技巧

會對創造思考教學產生決定性的影響。因此，在整個創造思考教學流

程中，對於教師教學活動進行的態度與方式，及其對於學生的啟發技

巧與管理方式有著相當大的期許，希望能夠將創造思考教學的精神與

成效皆發揮的淋漓盡致。

廖千惠(2002)將創造思考教學活動進行時，教師應自我期許之要

項歸納如下：

(一)放棄權威的態度。

(二)鼓勵學生廣泛的涉獵，開拓視野。

(三)幫助學生學會從不同角度看待、分析和解決問題。

(四)鼓勵學生獨立評價。

(五)注重啟發學生的思維與發現問題的能力。

(六)盡可能的創造多種條件，讓學生接觸多種概念、觀點及材料。

(七)注重知識各組成部分的聯繫，有系統的指導學生。

(八)對於學生提出的問題表現出濃厚的興趣，並認真看待。

(九)不以一般評量方式去評量學生的能力、興趣及行為。

(十)課程進度不能太嚴格的規定。

(十一)不可以常用各種考試的方法去評量學生。

陳龍安(1998)指出在創造思考教學歷程中，教師在管理班級時應

遵守的原則：

(一)公平的對待每一個學生。

(二)對敢於提出意見的學生表示讚許。

(三)鼓勵學生相互討論問題，但應制止相互間的攻訐、嘲諷和貶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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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或態度。

(四)適度的參與學生的討論，忘卻師生界限，用平等的態度與學生共

同交換想法。

(五)對於愛表現的學生，一方面肯定他們幫助他人和與人合作的行

為，另一方面也要對他們指出，應給別人留有表現的機會。

(六)對於表現不好的學生，應盡量運用各種機會，鼓勵其進行創造性

的表現。

(七)注意避免因鼓勵學生獨立、自由思考和表現，而使整個班級呈

現渙散、鬆懈的狀態。

(八)對於學生提出的問題，先不解答，而是鼓勵學生共同思考，尋求

解決。

(九)使學生相信教師並不是最有創造力的人，學生可能青出於藍。

(十)對於學生提出的新奇意見予以重視，並鼓勵學生對於其獨特之處

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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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節小結

綜觀本節對於各家學者對於創造思考教學內涵之詮釋，可歸納出

以下結論，從整個教學過程來說，創造思考教學是一種因時制宜、因

人而異的教學方式，其並非不切實際的教學，而是著重在課程中融入

各種不同的技術或教學策略來引導學生的創造思考，進而激發出更多

更有品質的思考產品。創造思考教學之內涵乃著重於多元策略、彈性

發展、創新課程的本質，並不強調固定模式的遵循。以目前創造思考

教育發展趨勢來說，多數學者也認為不應把創造思考教學侷限於一個

模式的運作，以免教師「照本宣科」，不僅失去了創造思考教學之原

義，也因此限制了教學的範圍。因此，創造思考教學的模式，就像創

造思考教學本身一樣，是多樣的、多變的、適合個別差異的，教學者

必要時必須綜合數種模式，以適用於不同的對象及學生；依不同的需

求及實際情況，擷取或創造屬於自己的創造思考教學模式，以符合創

造思考教學之真諦。

從本節內涵之探討，研究者發現目前於師資培育課程中最為欠缺

的創造思考教學元素為創造性氣氛及創造性環境二者。因此，本研究

於實施實驗教學時，應首重創造性環境及氣氛的營造，使學生能在充

分的支持下，逐漸排除對大專教師專業權威的畏懼心態，使師生間的

距離與隔閡消弭於無形，方能引導學生放鬆心情，展開活躍的思考能

力與創造力，為體育師資生建構靈活而多變的創造思考學習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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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傳統講述教學與創造思考教學的分野

本節的主要目的在於清楚的界定傳統講述教學與創造思考教學

之內涵，以便釐清本研究於創編教學模組及實驗處理時之精神，不至

於偏離核心本質。本節共分為：一、傳統講述教學法的內涵；二、傳

統講述教學法的優缺點；三、創造思考教學與傳統講述教學的比較；

四、本節小結四個部分。

一、傳統講述教學法的內涵

傳統講述教學法又稱講述教學法(Didactic Instruction)、講演法

(Lecture)或注入式教學法，可以算是最傳統的教學方法，也是長久以

來最普遍被各級教師所使用的教學方法(張世忠，1999)，因此常被冠

以傳統、保守、呆版及單向等形容詞。

傳統講述教學法的實施方式，是以某一特定主題為中心，作有系

統、有組織的口頭教學，其教學過程較呆板，強調整齊劃一，秩序井

然，但卻是依照知識體系，有系統、合乎邏輯順序的將內容教給學生。

其主要特色經張世忠(1999)歸納為以下四點：

(一)認為學生如「白紙」，必須被動吸收知識(需要教師灌輸新知)。

(二)認為知識是客觀存在，如在書本之中，是絕對固定不變的真理，

然而，學生學習的目的便是在熟記這些真理。

(三)認為知識的意義存在於書本文字或教師語言之中，因此學生在學

習過程中必須「安靜」「聆聽」，不可以隨意提出與課程內容無關

的發言，以便「接收」教師所傳輸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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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知識結構愈嚴密，體系愈完備的科目，愈適用於傳統講述教學法。

二、傳統講述教學法的優缺點

傳統講述教學法之所以能歷久不衰而為普遍教師所採用，必定有

其實行上的優勢所在，而其之所以逐漸為人所詬病，也必有其缺失所

在，柴昌維(2001)將其施行上的優勢及缺失分別整理如下：

1.優點

(1)方便：將時間、空間的限制降到最小。

(2)經濟：不需準備過多的活動器材或輔助教材。

(3)省時：時間掌握力較強。

(4)教師自主性高：授課教師對教材的掌握度高，而且可以自行調整

進度。

(5)系統化教學，架構清楚。

(6)控制性強：較容易控制上課秩序。

2.缺點

(1)單向傳授：教學過程中常僅止教師上對下的關係。

(2)互動性差：師生及同儕間的互動貧乏。

(3)被動學習：學生幾乎完全處於被動學習的狀態。

(4)注意力分散：教學變化較少，專注力難以持久。

(5)忽視個別差異：齊平式教法容易忽略學生的個別差異。

(6)學習效果差：學習成效的評估常僅止於考試，且因學生並未一味

的接收，並未經歷自我內化的過程，所以學習效果短暫。

(7)非人性化：傳統講述教學法的教學歷程中，教師是專業的權威，



56

而學生被視為無知的個體，是一種趨近於填鴨式的教學型態，缺

乏對學生獨立人格及個人獨特經驗的關注。

(8)易生倦怠感：過程枯燥，且教學歷程缺乏創意元素，是最容易

使教師產生倦怠感和喉嚨損傷的教學方法。

三、創造思考教學與傳統講述教學的比較

前節已對創造思考教學之內含有相當深入之闡述，但為了更了解

創造思考教學與傳統講述教學之異同，並從中釐清出二種教學內涵的

相對應關係，茲將兩者整理比較如表 2-9：

表 2-8 創造思考教學與傳統教學教學的比較

創造思考教學 傳統講述教學

學生角色
學生的角色是主動的，

強調以學習者為中心

學生的角色是被動的，

強調以教師為中心

教師角色

教師以輔導的角色兼學習的身分

參與各項活動。教師扮演著引

導、顧問、催化的角色。

教師以權威型管理者的角色參與教學

活動。教師扮演著指導與帶領者的角

色。

求知歷程

創造知識；

知識由學生自己主動探索；

答案由學生自己發現。

接受知識；

被動接受老師已建構好的知識包裹；

問題的答案多半已預設。

知識型態 獲得的知識較實用、具體 獲得的知識較客觀

教學目標

重視學生獨立的思考和創新想法

的衍生，主要的學習活動是分

析、探索、綜合和判斷。

助長記憶的能力；

主要的學習活動是經由教師系統性

的講述獲得完整的知識體系。

學習重點

強調學習過程，在學習過程中是

否有創意經驗的累積、加值和廣

為擴散；著重創造力的體驗與實

踐歷程。

強調教學的結果，教師是否能夠按照

既定的教學計畫使學生獲得完整的知

識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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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節小結

從本節文獻探討中可得知，創造思考教學及傳統講述教學無論是

在實施方式及教學精神上，皆有非常大的差異。研究者於此另闢一節

論述傳統講述教學與創造思考教學的分野，其目的並非為了評比二種

教學法的好壞，而是在於力求明確的界定創造思考教學與傳統講述教

學之區隔，避免於實驗處理時淪於以傳統講述教學實施創造思考教學

模組之窘境，提高實驗處理的準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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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師資培育職前教育的內涵

本節擬針對師資培育課程內涵作探討，以作為本研究設計實驗教

材之依據。全節共分為：一、師資培育課程目標；二、師資培育課程

的教學原則；三、本節小結等三個部分。

一、師資培育課程目標

依據師資培育法第一條規定：「師資培育，以培養健全師資及其

他教育專業人員，並從事教育研究為宗旨」(師資培育法，1994，頁

1)。而教改會第一期諮詢報告書則倡議教師應有以下素質(引自王秋

絨，1997，頁 148)：

(一)自主自律的人格特質。

(二)關懷他人的情操。

(三)瞭解教育的理論。

(四)豐富的通識素養。

(五)充分的學科知識。

(六)熟識學科的教學方法。

(七)充分的輔導知識與能力。

(八)具有創造與批判的能力。

(九)具有自我修正與成長的能力。

王秋絨(1997)綜合各項建構優良教師的元素，提出以下三項我國

師資培育具體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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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培育具有專業知能、人格、涵養的教學者。

(二)培養具有愛人愛己等專業人格的輔導者。

(三)培育具有研究、自評、影響社會文化發展責任感的教育者。

二、師資培育課程的教學原則

「師資培育法」頒行之後，我國採開放多元的師資培育政策，在

目標及功能的界定上已與往常不同。目前師資培育的教學方法待求創

新，為順應多元社會的需求，緬懷大學教育的基本精神並依據前段所

述師資培育的教育目標，林生傳(1997)歸結出時下師資培育課程在教

學時應遵循之基本原則：

(一)師資培育課程的教學必須發揮試探適任教師的功能。

(二)師資培育課程之教學首需傳授專業知識。

(三)師資培育教學必須力求增進師資生教學使所須具備的各種能力。

(四)師資培育教學應是一種「歷程取向」的教學。

(五)師資培育課程應採取「實際導向」的教學模式。

(六)師資培育課程也是一種反省性的教學。

(七)師資培育的教學應同時是批判思考與創造思考的歷程。

(八)師資培育的教學應重視職前教師全人格陶冶感應的過程。

(九)師資培育課程應提供完整的學習經驗及追求成長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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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節小結

由於本研究研究對象為師資生，因此須經由對師資培育課程內涵

的探討，以確立創造思考教學模組的設計核心。從本節文獻探討中可

得知，師資培育教育目標包含了豐富的專業人格、通識素養、自我成

長、創造及批判的思考能力，以及教學時所需的各項專業知能，配合

國內學者依據師資培育目標及現行教育趨勢所提出的各項師資培育

教學原則，研究者歸納出實踐取向、應用取向、統整原則三項為本研

究創編模組之核心概念，以符應重視情意、認知、技能並同步發展的

師範教育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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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國內外有關創造思考教學成效之研究

自從 Guilford 於 1950 在美國心理學會中登高一呼後，有關創造

力的研究便如雨後春筍般相繼展開，目前不論在國內或國外，創造思

考教學的研究也皆呈成長之勢(陳龍安，1998)。為求對創造思考潛能

開發的教學有更深入的了解，本節將分別整理國外及國內之創造思考

教學研究，以從中發現各相關研究實施概況及成效，做為本研究之參

考。本節內容共分為：一、國外大學創造思考教學相關研究；二、國

內創造思考教學相關研究；三、本節小結等三個部分。

一、國外大學創造思考教學相關研究

以下就各研究之年代、研究者、實施方案、研究對象、樣本數、

教學實施時間長短等變項，整理國外之相關研究，並簡述其研究結果：

表 2-9 國外大學創造思考教學相關研究

年代 研究者 研究主題
研究

對象
樣本數 研究結果

1972
Parnes&

Noller

創造性問題解決

方案

大一、大

二學生
300

實驗組創造思考能力較控

制組進步。

1976
Domino &

Wechter

大學創造力課程的

協同教學
大學生 119

實驗組與控制組在「記憶」

上無顯著差異，但在「擴散

思考」、「聚斂思考」及「認

知」等創造層面上有顯著差

異。

1978 David & Bull

透過大學生創造力

課程提升學生創意

情意表現

大學生 147

實驗組在創意傾向量表的

得分皆顯著高於控制組。

接下頁



1980 Glove

年代 研究者

1997 Clapha

綜合上述

能力的培養可

許多不同的教

卓著。如此發

驗研究也頗為

二、國內創造

國內目前

造思考教學之

象學齡層級、

國內近年來有

時間 研究者
研

學

1999 黃金俊
高

62

r
創造力訓練工作坊

的實施成效

大二、大

三學生
58

實驗組在 Torrance 創造思

考測驗上的得分有顯著成

長。

研究主題
研究

對象
樣本數 研究結果

m
創造思考訓練之實

施成效

大一、大

二學生
108

有參加訓練的實驗組學生

在 Torrance 創造思考測驗

上的得分顯著優於控制組

學生。

國外大學有關創造思考教學效果之研究，可知創造思考

透過各種不同的教學型態來實施，在國外大學已發展出

學方案，廣為一般學者從事實驗研究所採用，而且成效

展趨勢促使我國近年來對於各學習階段創造思考教學實

重視，以下就我國有關創造思考教學研究敘述如下：

思考教學相關研究

創造思考教學之相關研究呈日益增加之趨勢，以下以創

科目為歸納基礎，依據各研究之時間、研究者、研究對

樣本數、科目或實施領域、教學持續時間等變項，整理

關創造思考教學之研究，並敘述其成效：

表 2-10 國內創造思考教學相關研究

(一)藝能科目之創造思考教學研究

究對象

齡層級

樣本

數
科目或領域

教學持

續時間
研究成效

工一年

級
80 攝影 9 週

實驗組在圖形變通力、獨創力、精

進力與語文變通力、獨創力上顯著

優於控制組。

接下頁

表 2-9 國外大學創造思考教學相關研究(續)



2000

2000

2001

2004

2004
63

陳奐宇
國小四年

級、六年級
240 美勞 8 週

1.年級並不會對學習成效產生明

顯影響。

2.創造思考教學可有效增進認知

方面的創造力。

陳美岑
高職二年

級
45 髮型梳理 7 週

1.創造思考教學方案未具提昇學

生圖形流暢力、獨創力、精進力

及語文變通力及創新問題解決

能力的成效，但具有提昇部分學

生語文流暢力、語文獨創力成

效。

2.該方案具有提高學生學習意願

的成效。

黃作后
幼稚園

大班
60 繪畫 8 週

實驗組之創造思考能力優於控制

組。

詹瓊華
高中二年

級
155 家政 12 週

1.控制組學生在創造思考圖形能

力的流暢力、變通力上、獨創

力、精進力之能力顯著優於實驗

組。

2.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在創造性

傾向冒險性、好奇性、想像力、

挑戰性及總分能力上，無顯著差

異。

3.接受創造思考教學的實驗組學

生呈現正面反應。

曾雄豪
國小五年

級
64 體育 10 週

1.實驗組學童在創造思考能力之

「開放性」、「獨創性」、「精密

性」、「標題」以及「總量表」的

後測成績顯著高於控制組學

童，且在「獨創性」的後測成績

達顯著高於前測。

2.實驗組學童在創造思考傾向之

「想像力」、「挑戰性」及「總分」

的後測成績達顯著高於控制組

學童，且在「想像力」、「挑戰性」

及「總分」的後測成績達顯著高

於前測。

接下頁

表 2-10 國內創造思考教學相關研究(續)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search_result.jsp?hot_query=%E8%A9%B9%E7%93%8A%E8%8F%AF&field=AU


2006

時間

198

199

200

200

200
64

李雪禎
國小五年

級
65 音樂 10 個月

1.音樂創作能力可促進兒童創造

力發展有繫於「音樂創作過

程」、「學習者本身的能力」、

「教學情境與教學方式」，以及

「音樂創作學習成效」等四面向

的良好互動。

2.對學童音樂創作的學習態度及

學習成就有正面效果。

(二)共同科目之創造思考教學研究

研究者
研究對象

學齡層級

樣本

數
科目或領域

教學持

續時間
研究成效

4 陳龍安
國小四年

級
406 國語 15 週

創造思考教學能提高國小資優班

與普通班學生創造思考能力，且有

助於學科成績增進。

9 余瑞虔
國中二年

級
75 理化 5 週

創造性教學法能夠啟發學生久經

封閉的創造行為，是一個確實可行

的方案。

0 張志豪
高中一年

級
80 生活科技 10 週

1.在創造思考能力方面，圖形流暢

力、變通力、精進力及語文流暢

力、變通力、獨創力分數顯著優

於控制組學生

2.在創造性問題解決能力方面，問

題覺察、提出想法及尋求最佳方

案等分數，顯著優於控制組學

生。

3.實驗組學生呈現正向的學習反

應。

0 程上修
高中一年

級
197 地球科學 3 週

1.學生知識及態度有顯著進步。

2.可增進溝通管道，但有秩序不佳

問題。

1 魏秀恬
國中一年

級
138 生活科技 9 週

1.實驗組在圖形創造力之開放

性、獨創性、精密力顯著優於控

制組。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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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頁

表 2-10 國內創造思考教學相關研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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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吳美慧 國小三年

級
71 自然 8 週

1.實驗組學生的在創造性認知能

力整體表現以及分項的獨創

力、精密力顯著優於控制組學

生。

2.實驗組學生與控制組學生在創

造性傾向的整體表現以及分項

的冒險性、挑戰性、想像力未達

顯著水準，但是實驗組學生在好

奇性表現顯著優於控制組學生。

3.實驗組學生在自然科學業成就

方面顯著優於控制組學生。

4.實驗組的學生對威廉斯創造思

考教學模式教材設計教學呈現

正向反應。

5 陳慧青
國中一年

級
79 數學 6 週

1.本實驗教學未能提升國中生數

學學習成效。

2.本實驗教學未能顯著提升學生

段考數學成績，但實驗組班級數

學成績未退步。

3.在幽默感方面，本實驗教學能提

升普通班國中生社交中幽默能

力、幽默因應、對幽默的態度與

笑的傾向。

4 在創造力方面，本實驗教學能提

升國中生語文流暢力、變通力、

獨創力、圖形獨創力與精進

5.實驗教學能激發學生創造潛能

與幽默創造能力。

5 謝麗雯
國小一年

級
72 共同科目 10 週

1.多數學生喜愛創造思考教學的

課程。

2.多數學生深具創造潛能。

3.創造思考教學活動後，學生表達

能力增進，樂於分享自己的想

法。

4.學生的思考方式改變了，思考能

力獲得擴展。

接下頁

表 2-10 國內創造思考教學相關研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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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科之創造思考教學研究

研究者
研究對象

學齡層級

樣本

數
科目或領域

教學持

續時間
研究成效

9 鍾協衡
高工一年

級
67

機械修護

實習
8 週

實驗組與控制組在創造思考能

力、機械創新設計能力、學習態度

生皆有差異，但未達顯著差異。

1 徐錦木
高工三年

級
78 電機微控器 8 週

1.接受創造性問題解決教學的實

驗組學生，在圖形變通力的分數

顯著優於控制組學生。

2.在創造性傾向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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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實驗組學生在課堂表現較控制

組學生有正向反應。

(四)非特定科目之創造思考教學研究

研究者
研究對象

學齡層級

樣本

數
科目或領域

教學持

續時間
研究成效

4 陳龍安
國小三、四

年級
88

創造夏令營

活動
2 週

實驗組之語文變通力顯著優於控

制組；變通力及獨創力則低於控制

組。

1 陳淑娟
高中一年

級
48

CPS 訓練課

程
12 週

創造性問題解決訓練課程有助於

一般高中生創造能力的增進，而高

中數理資優生表現科學能力及科

學相關態度上確實比普通班學生

更佳。

2 吳淑敏
國小五年

級
36

相關訓練課

程
7 週

實驗組與控制組在創造性傾向、自

我概念無顯著差異；在問題解決能

力、創造思考能力有顯著差異。

(五)其他創造思考教學研究

研究者
研究對象

學齡層級

樣本

數
科目或領域

教學持

續時間
研究成效

8 鄭聖敏
國小五、六

年級
45

兒童哲學方

案
12 週

1.該方案對增進批判思考能力有

所增益。

2.實驗組流暢力顯著優於控制組。

表 2-10 國內創造思考教學相關研究(續)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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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張維修
國小五年

級 182
廣度思考教

材
10 週

1.實驗組的創造思考能力優於控

制組。

2.實驗組在創造性傾向總分顯著

優於控制組。

4 郭奕龍 在職教師 11

創造力教育

發展碩士學

分班

18 週

1.教師參與本課程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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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分有顯著性成長且於效果量

上呈現出大效果。

2.參與教師認為對教學工作的主

要影響是：「提昇教學上的自我

反思能力」、「教學策略更多

元」、「勇於嘗試創新教學」、

「鼓勵學生從不同面向思考」及

「提供學生較多嘗試的機會」。

4 魏炎順 師資生 122 勞作課 18 週

1.解決問題取向創意思考教學可

提升師院學生的創造力。

2.輕鬆短小妙的教學活動，可增進

師院學生創造力與創意態度。

3.師院勞作課採解決問題取向創

意思考教學，可協助學生從「玩」

中思考、「玩」中創造。

三、本節小結

綜觀本節相關創造思考教學實驗研究之分析，可歸納出以下幾點

結論：

(一)實驗結果因各種干擾因素之控制不易，並未呈現完全一致之結

果，但可從量化的文獻分析中得知，一般來說創造思考教學對學

生創造思考能力的影響，均有正向提昇的成效。

表 2-10 國內創造思考教學相關研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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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綜觀國內外創造思考教學實施的方式，雖然密集式訓練營及融入

學校課程二種形式，但大多仍以配合學校課程於正常上課期間實

施為主。

(三)創造思考教學實驗對象包括國小、國中、高中以上學生及在職教

師，但目前以國小學生居多。

(四)依教學時間來區分創造思考教學的實施方式，可分為兩種：一種

為提供一系列較長期教學或訓練課程，另一種為實施一兩個簡單

課程的短期活動。但從文獻探討中可得知，教學實驗時間以長期

(八週以上)為數最多。

(五)幾乎所有研究者對於創造思考教學實施的結果都給予正面的評

價，且於研究結論中，皆建議各領域及各階段教師善加利用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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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本章總結

綜合本章有關國內外有關創造思考教學研究的探討可得知，大部

分研究都證實了經由計畫性教學方案或訓練課程，可以促進學生的創

造思考能力。雖部分研究由於教學方案設計問題、實驗對象、教學者、

情境間之差異或其他無關干擾變項的影響，未能顯現百分之百的教學

成效。但從大量的文獻探討中可證實，創造思考教學方案的實施，確

實是一個符合新世代教育趨勢、且能有效提振學習者創造力的辦法，

誠為值得推展的新式教育典範。

然而，從文獻的探討中所突顯出了另外一個問題，為體育師資培

育研究領域相關文獻之不足，目前國內尚無對於體育師資培育課程實

施創造思考教學之相關實證性研究，實為有待努力之處，若能拓展創

造思考教學之研究範疇至體育師資培育課程，探討出能夠有效提振國

內體育教師創造力的具體方案，於職前教師培育階段融入創造思考教

學之內涵，為全體體育師資生開發無限創造力潛能，同時又能兼顧知

情意的養成與技能的結合，必能為目前國內已面臨高度競爭化的體育

師資培育課程注入一股新希望。

因此，本研究將以發展出以開發創造思考潛能為主體的教學模

組，並將其實踐於體育師資培育課程中，探討其適用性及實施成效，

以做為往後體育師資培育課程設計之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