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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構與科技創造力的實現 

魏炎順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美勞教育學系教授 

 

壹、科技創造之洞察力意涵 

    科技（Technology）的發展啟始於人類的需求和慾望，需求和慾望為個人或

群體生活所需（ITEA，2005），這些需求和慾望可能是個人生活工具的發明亦可

為世人所分享的產品，是為科技的創造。科技創造的實作歷程與解決問題的設計

與製作實為同一活動，因而工具的製作提供祖先生存的優質條件，漸漸地促進人

類進化發展，亦逐漸傾向與自然分離，在物質的世界裡努力改善生活的需求和慾

望，人類的創造力明顯勇於突破，以發明創新的科技物品，使生活過得更好，證

實人類靈活頭腦確信有更好的方法與創意逐步實現需求和慾望。 

    人類文明的發生就猶如一部實作的發展史，實作歷程的設計與製作一方面滿

足生活所需，一方面亦挑戰人類異於其他動物所發展之意志與創造力，實作對於

個人的發展也很重要，藉由利用各種工具處理材料及創新的實驗性工作以獲得真

實世界的基本知識，並探究未知的知識與世界的發展，不只是因為它的科技性與

實用性，亦增進身心發展及智慧的啟發與創意互動的發生。 

    實作隱含設計與製作的學習，而設計是以一種以目標為導向持續不斷解決問

題的過程，也就是一有計畫的創造性心智活動；設計與製作的歷程，猶如創造性

解決問題（creative problem solving，簡稱CPS）的過程，其步驟為界定問題、設

定目標、建構解法、選定方案、製作執行、評鑑結果，其中有關設計與製作歷程

所顯現的解決問題創造思考的過程之界定問題、設定目標、建構解法步驟裡，以

「洞察力」（insight）」的對創造力的彰顯影響最鉅。洞察力即發現問題或確認問

題的思考過程中，基於創意內涵的探究指出，設計活動並非只是被動地陷於問題

的解決，亦涉及了基於對該問題的探索而重新界定出「新問題」的意義，具創意

性的科技創造者往往傾向重新定義新的問題（魏炎順，2004）。所以，在創造性

設計的過程中，不止要解決問題、確認問題，更要去發現問題（林邦榮，1995；

官政能，1995）。因而創造力高的便會嘗試以各種角度來分析、探究問題，力求

創造性的問題引發創造性的結果，所以實作中之設計歷程應是提出問題、解決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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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的創造行為。 

 

貳、解構與洞察力 

    「解構」（Deconstruction）是由法國哲學家德希達（Jacques Derrida）於1966

年在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apkins University）的一場學術研討會所提

出的思考概念。Derrida提出解構主義是由對於語言學的研究中產生，是一種反對

與超越西方傳統形而上文化的思想理論。解構是一種建構文本意義的策略，也是

一種評論文本的形式，其方法著重於研讀文本過程的真理探索，以重新創造文本

的意義。略言之，解構的方法挑戰作者文本意義的權威，故解構方法著重開放的

知識探索（Jensen & Ruback，1983）。解構學主張意義深植於文本，透過對立與對

抗以重構意義，且因衝突而不斷詮釋新意義，解構，即反結構，其特點為反中心

性、反二元對立與反權威性。 

    Derrida指陳延異（Differance）之概念跳脫語言文字的階級觀念，說明「意

義」是不可決定的，「意符」是變化多端的，但又總是包含在「意旨」裡，因為

它有向外擴延的演變效應（（Derrida，1981；Derrida，1989；楊容，2002）。Derrida

以「現存」（Presence）的解除為思維起點，以書寫的沉默之非現在性替代語言中

心主義的聲音之現在性，來質疑一般對於真理與知識的觀念。對傳統形而上學領

域與固有的確定性和語言結構進行顛覆，切斷了以往西方認為語言系統的能指與

所指之間的既有關係，以及語言表達思想的有效性，認為所有的形式皆無法準確

的表意且無唯一的意義（吳學軒，2002）。Derrida的批判則是對整個西方文化的

「理性中心主義」的批判。Foucault和Derrida都旨在批判「理性的專斷」，並為

一切的邊緣因素立言（楊大春，1996）。例如，透過延異探索矛盾、對立等，以

理解文本意義，例如對/錯、因/果、藍軍/綠軍的複雜關係以理解意符。解構不僅

主張延異的行動，也主張補充的行動，補充效應為延異的行動所衍生；意指延遲

的意義對於特權的實體，具有補充之效應，而補充的機制係來自於對立的探索，

其目的在做為增強實體理解不足的補充。主張透過後設基模（meta-schema）的反

省以創造新知，常會擺脫自我信念的桎梏，而自我信念的啟蒙常是解決問題的重

要機制（黃乃熒，2000）。因此，人類科學知識的本質是可以質疑的，以增強理

性啟蒙的問題解決的運作歷程；如是事實是權力所構成的，知識與權力具有不可

分割的特質（Foucault，1980），例如慶祝生日要吃蛋糕；減肥瘦身是美麗的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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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社會優勢權力的操控結果，也就是事實是臣屬於權力。故權力的本質具有操弄

性，容易衍生偏狹，知識的本質存在某種程度偏見，強調對於決定知識的權力或

運作歷程進行對立與再探究，促使知識更趨近真理。 

    所以，解構理論是一種解讀文本的理論，文本則為按照語言邏輯結合的組合

體。其與遊戲性的閱讀方式聯繫，在閱讀過程中體現文本的內蘊、流程、方法與

獨特性。對讀者而言，文本是開放、不具固定性的。解構的過程為一種「增值」、

「增添」的過程，也是文本自身解構造成開放性的意義播撒，因而創造無限的選

擇機會，詮釋是絕對的正確性是需被懷疑的。解構其為一個思考的形式，目的在

開放自由思考的重構空間，並不是在倡議一個詮釋的把戲或任意定義意義，指的

是一種擴散（dissemination）的概念探究最終收其正面的積極結果，強調人類知

識探究之本質，在於建構不斷創新的選擇行動。 

    因此，本文欲藉由解構哲學的啟發，嘗試論述科技教育設計與製作的實作歷

程之解決問題取向「洞察力」思考機制的發生與路徑，建立創造不是一種理論、

模式或方法，他是一種思考的態度，希望解開假設而成的封閉結構和壓迫的學習

意識歷程，其使能經由不斷的自我發覺，達到無壓制與無階級的心智與環境的關

係，以指陳創造力的發現與培養途徑。使我們在詮釋科技創造現象時，不強加己

意，做出專斷的結論，科技創意解構的目的旨在回應某種現象，與他人互動，腦

力激盪，開放不斷的意符，參與可能的重構過程。 

 

參、解構洞察力的方法 

    緣此，解構洞察力將形成一個自由思考的形式，目的在開放自由思考的重構

空間，而非任意玩耍文字的遊戲。能從我們已理解或已知道什麼的認知情境，意

識到或感知道我們如何知道的形成過程，換言之，解構的意涵在科技創造的精神

不是搞破壞，而是一種自我反省的態度來質疑科技或事物為什麼是如此的存在，

強調當下的存在意義與否。以下藉由此觀點探究洞察力創意培養的事例說明以增

進科技洞察力： 

一、觀察事物的建構態度 

    科技觀察力的訓練，沒有捷徑，必須給自己強迫性的觀察習慣，我們每天

在食衣住行育樂各方面均與科技的節奏與科技的產品息息相關，若對相關的事

物習以為常，則科技的感度與好奇將大打折扣，科技的洞察力隨之萎縮，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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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的認知亦無法進步。訓練觀察力的課程唾手可得，如觀察每輛鱎車的造

型、顏色及新的性能取向；觀察每位辦公室同事說話的姿勢，紀錄且分類；觀

察人如校園裡的學生、下班時間街頭上匆忙的行人、公園的綠草地上嬉戲的人

等等。將可養成觀察的習性進而思索其間樣態的差異，以培養洞察力的發生。 

    放眼四周科技產品，眾多的器物常顯現九十度的直角，例如書本的邊，書

桌的角，街道的轉角、房子的造型、房屋隔間與地板角落，門窗、紙箱、磚頭

等等⋯；但是相反的大自然的田野、森林、山川河流卻很少發現直角，我們不

禁想問，為什麼自然界的直角極少，但人類的科技文明對直角卻情有獨鍾 （史

蒂芬‧伏格，1999）？ 

二、圖像思考的建構方法 

    除了觀察，還要呈現記憶畫面。為什麼要記憶畫面，因為畫面充滿真實的 

流程與細節，解構語言方式的表述及抽粹的記憶要點。人類剛從母體出生後， 

如何認識其週遭的人事物呢？尤其在不知道鼻子、眼睛、耳朵、嘴巴這些專有 

名詞時的小貝比又如何確認母親抱抱就不哭，陌生人抱抱又嚎啕大哭呢？可能 

原因是小貝比用圖像記憶的方式認識母親，這是人類原始的本能，只是在受教 

育學習的過程中，都以語言記憶及科學邏輯實證的觀點，接受知識學習與灌 

輸，而把圖像記憶與思考的能力荒蕪了，例如有棋術高手是下盲棋，其「心」 

中有棋盤畫面；或許我們再想像看，狗這種人類最忠實的朋友，如何確認誰是 

主人誰是陌生人呢？ 

    圖像思考與語文思考都是大腦相輔相成的能力。語文思考比較經濟，圖像 

思考容納更多的細節，細節就是創意的材料。看的不同，想的就不同。圖像思 

考的建構方法有以下方式參考：1.每天晚上用10分鐘時間，舉一有趣的事為 

例，如想著「從教室回到宿舍」的歷程。在休息或睡前試著閉著眼睛在腦中「重 

播」一次，盡可能的詳細，眼前彷彿是一個彩色的銀幕。記住，要一幕一幕地 

回憶。2.試著將你的計畫或讀書心得利用「畫圖」的方式，將其間的關係、順 

序、重點用圖呈現。 

    在科技的世界裡，如客機或戰鬥機有其類似鯊魚造型的外觀的飛行圖像， 

但是當我們用飛盤來玩飛行時，既省力又飛航得遠，何以真實科技世界不發展 

如飛盤的飛行器，而只有科幻電影圖像裡才有如此「先進」的航空器；竹莖是 

空的管狀物，其目的可能較實心的棒子更能承受彎曲且富彈性，有什麼科技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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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是利用此原理製造的呢？腳踏車嗎？請利用圖像的方式洞察一下新鮮的科 

技產物。 

三、另類行事的建構訓練 

    習慣常約束一個人思考中的彈性，心理學家幾乎會指出習慣是創意最大的 

障礙。習慣就是人們已經熟悉，毋須思考就可以「理所當然」決定的自然反應， 

這種特性剛好違背創意的發想。哲學家詹姆士認為：天才只不過是以非習慣的 

方式去理解事物的能力罷了。覺知自己對習慣充滿反省的自覺是非常重要的， 

其日常生活的可用方法如：1.反手刷牙、寫字、拿筷子⋯⋯；2.早上看報紙從 

最後一版、或求職版看起；3.心情不好、鬱卒請到醫院急診室當志工。 

    在科技產物裡，當我們已經習慣門把是用來開門的事實，就很難想像它的 

其他可能用途了，或許我們會說它還可以用來做雨傘的傘把，但是若請一位從 

未見過門把的非洲原住民來看門把，卻有可能拿它做一件意想不到的事。911 

恐怖攻擊事件已經四週年了，恐怖份子居然利用飛機此類的科技工具，以自殺 

式的方式攻擊美國金融重鎮雙子星營建大樓，雖然方式殘忍與不人道，但是其 

另類的行事方法，卻得以小搏大的創意發想而達到恐怖攻擊，當今應須注意的 

是恐怖份子是否又以另一創意的另類行事攻擊再次重創美國呢？ 

四、重新定義的建構思維 

    「認知的改變」是重要創意來源；如果解釋是新的，原來舊的東西就變成 

新的。認知的改變每天都在變，其變化是漸進的，譬如20年前雜貨店是賣日 

常生活用品的地方，但是，現在我們把賣日常生活用品的地方稱為7-11超商 

或大賣場，商店變成類似逛百貨公司一般，所以對商店的認知，已經不知不覺 

改變了。不斷重新看待自己的角色，不斷重新解釋社會的風氣，不但是創意思 

考的詮釋方法，也是在快速變異的社會不被淘汰的人的必備自我解構法則。如 

何訓練認知的改變而自我練習重新定義的能力呢？有以下方法說明： 

（一）認知解構法：例如你是百貨公司擁有者，其對該公司的認知可能可以 

這樣的結果（1）認為自己是擁有百貨公司建築物的地主：那你的行動會是 

如何把它分割成不同面積出租給各家的專櫃廠商；（2）認為自己是賣東西給 

消費者的超大商店：那你的行動會是如何利用打折、廣告、跳樓大清倉等活 

動把東西賣出去；或是（3）認為自己是台灣消費者的總採購者，長程的眼 

線，則其行動會是如何到全世界尋找各種食衣住行新奇、質佳、實用、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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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貨品。因認知的解構，其行為相對改變，當然結果就會不同。如果你是中 

小學老師擁有者的認知將作何種解構自我的認知呢？常聽聞科技始終來自 

人性，但是先哲卻認為人性有性惡說及性善說，若是科技性惡論佔優勢的

話，這些科技的發展將不曉得會變如何？ 

    （二）聚焦推遠法：乃以習慣性的對一般事務看待的觀點，然後擴大定義容 

納的領域，再定義再擴大其可解釋的結果，例如（1）我是一個中午賣便當

的人；其視野與（2）我是供應午餐的人；和（3）我是提供中午上班族快速

進餐的服務業應有相當的不同。此為聚焦推遠法的應用。 

  我們俗稱結婚是人生的終身大事，所以男女青年朋友從交往到熟識到結 

  婚以完成終身大事，然而在人類的各族群中卻有以走婚（中國雲南摩梭族）的

方  式來完成「終身大事」，男女不用太多交往，沒有結婚儀式，沒有結婚證

書，所以就沒有離婚的手續，若有孩子則歸母親姓母性的，孩子們可能是同母

異父的結果，也沒有單親家庭的困擾，所以我們的終身大事在他人而言並非如

此的看待，這可說是認知解構的例子。 

      另外，人類科技卻對輪子情有獨鍾，滿街跑來跑去的汽車，大概所有陸上

交通工具無一不組裝它了，可見輪子實在太重要了，然而自然界卻對輪子轉動

的事情毫無興趣，在自然創造的景物中，鮮少有具輪子的功能表現。輪子到底

是怎樣發明的呢？冰天雪地的地方需要輪子嗎？沙漠地區有輪子用武之地

嗎？若以聚焦推遠法的方式來看待輪子應可啟發我們很多有趣的思維與學術

的挑戰，甚至科技史應有專章還論述輪子及對科技文明的幫助效應。 

 

肆、結論 

    科技歷程的設計與製作首重洞察力的培養，洞察力的建構乃對現有結構想法

的解構與重構，分解現存的各種結構，重構可能的新解與看法，發現可行的解決

問題的辦法。 

    學生在經過每個成長階段，他們的知識、智力經過同化、調適的作用慢慢的

豐富。根據皮亞傑的研究，其相互作用的過程裡，經過變異與選擇的演化，以適

應新的環境。對其複雜的世界將以「生存之勇氣」在成長的過程中無畏無休的接

受外在事務的挑戰，以揭開自然與科技世界的面紗，使外在的世界秘密一層一層

地同化於人的認知圖式中，這種特質是寬容無邪，不存偏見，是價值中立的，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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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特質理可以說是人類物種進化得來的稟賦，另一「體驗的勇氣」視人個體的成

長也是透過不斷而勇敢的嚐試，無畏無忌的接受與參與外在事務秩序，建構知

識，開啟智慧，如果一個人開始被灌輸外加的知識，在吸收知識的過程中，被剝

奪自身的參與及體驗，那他的勇氣與成長、創造活動便告停止。所以，人的智慧

發展不是康德的先驗論，不是洛克的經驗論，也不是單純的由刺激導致反射的聯

結主義，而是同化與順應的辯證過程（黃武雄，民84）。人的成長應有其生命發

展的脈絡，不是工具理性操弄而是價值理性提昇，而人的學習開展最為神聖為體

驗外在事務之經驗，而增建創意與知識的本質並再創新，科技教育的教學應順應

學生發展而設計教材，才能有效開展學生原始的創意與洞察的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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