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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創新能力是大學教育重視的環節，非設計科系的創意思考選修課常歸納為通識課程。本教

學案例屬於質化研究，基於引導創忠能力的目的，將產品創新教學規劃為大學兩學分之選修

課，限定非設計科系選修。透過一學期之創新技法、案例研討、分組討論過程，最終提出產品

創意提案。參考IDEO公司發想模式，團隊經由觀察與激盪，整合提案內涵，進行綜合評估。本

案例導入兩種創新技法：系統化創新及創意六法則：以生活用品為主題，運用系統化創新與創

意六法則輔助創新概念提案。依據學生學習經驗：同學具有良好的發現問題與創思能力，但是

解決問題之能力較弱，是創新設計之主要障礙點。非設計科系欲達成完整的產品創新提案，需

要有它領域知識與人才的支援，經由有經驗的技術團隊配合，創意才易達到成熟階段。

關鍵詞：通識課程、創意法則、系統化創新

Creative ability is important in University. Most of creative course was a汀anged as an elected 

course in general curriculum. In the case study,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course for non-design 

professional students was implemented in University during 16 weeks period of time. Two kinds of 

creative techniques, namely systematic renovation and six creative principles were utilized. Firstly, 

the IDEO product development process was introduced. Secondly, product renovation concepts were 

proposed through observation, group brainstorming and creative principles. The student achieve high 

standard on problem finding and concept generation. One the other hand, the problem solving abilities 

is relatively low. It is helpful to interact between different background students to enhance the concept 

generating abilities. The technique expertise team will be helpful on upgrading problem solving 

ability. 

Keywords: General Curriculum, Creative Principles, Systematic Re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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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創意是放開自我設限的能力，創意是有用的創新，是由態度趨動知識力、想

像力、評估力的過程。運用知識力與想像力才能引導概念形成，使得產品創新合理

化。創新的培育需要透過教學的引導，透過群體激盪引導學生獲得創新經驗，才能

開啟自我設限的能力。為使得創新合理化，必須整合敏銳的觀察力與已有的知識，

才能提出富創意的概念。

創新能力必須在學校階段養成，學生畢業後才能有自信的在產業發揮應有的角

色。而產品創新能力又必須在實作中學習，因此大學必須藉由規劃學習體系中的相

關課程，進行實際問題的思考與嘗試，學生才能在未來工作發揮能力。創新能力是

大學設計科系教育重視的環節（王鴻祥、邊守仁， 2001 ），但是在非設計科系，例

如文學院、商學院、理學院之中卻普遍缺少此類課程。近年來大學漸漸開設發明創

新有關課程，除提出創意外，甚至已延伸出成功的商品。非設計科系的通識課程中

是否適合帶入產品創新活動，是值得觀察的問題。

本案例將創新教學規劃為兩學分之選修課，限定非設計科系選修。透過一學期

之創新技法、案例研討、分組討論過程，並提出產品創意提案。本案例以生活用品

主題，參酌美國IDEO設計公司（陳鴻基， 2005 ）發想模式，由團隊互動中經由觀

察與提案，整合概念類別進行綜合評估。歸納創新教學中的經驗，並探討此創意發

想形式應用於大學通識課程創意教學之可能性與限制。

二、文獻探討

創造力培養是科技發展與教育關鍵的環節，雖然重要但是卻在大學課程中不佔

有明顯地位。知名企業的產品開發，經常是以案例研討引進新的觀念。案例研討有

助於學習他人思維模式，藉由實際問題的思考，學生才可逐漸累積個人思維模式。

哈佛商學院強調個案教學，利用在真實環境與公司中發生之情況，學習做決策，並

進行分析發展達成決策的邏輯（黃思明， 2006 ）。在模擬決策過程，獲得及累積實

務經驗。我國在教育部主導下亦積極引入此模式，並建構本土化之案例，其中與產

品設計有關的包含瑞軒科技、永豐餘公司（黃思明， 2005 ）等。

現今已有許多創新研究機構，陸續發表許多成功案例。麻省理工學院的媒體

實驗室有突出的成果， N. Negroponte ( 2005 ）指出個人的創意也許會失敗，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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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學習經驗，使未來的創意更紮實﹔給機會去經驗創新的冒險，比獲致成果更重

要。多元領域的人才，不同背景的團隊容易產生不同的想法和運用。他認為創意

最根本的資源就是差異，尤其是文化與社會背景的差異。而在產品創新方面，美

國IDEO公司以其獨特公司文化，孕育出許多傑出產品，為我國產業界學習指標。

因為產品創新方面有相近目的，國內學者透過實地參訪（李昌雄， 2000）與資料統

整建構該公司之案例（陳鴻基， 2005 ），本課程因此選擇IDEO公司為個案教學案

例。

（一）創新技法

受限於習慣領域（游伯龍， 1997 ），學生思考模式往往侷限於既定的模式之

中，使得創意受到侷限。學生缺乏創造力實際演練之經驗，因此往往無法將知識綜

合活用在不同的情境。創新技法有助於引導與改變既定的思考模式，因此有助於創

意的啟發﹔本教學案例使用的創新技法有系統化創新及創意六法則兩種。

系統化創新TRIZ ( Teoriya Resheniya Izobretatelskikh Zadatch）是歸納現有問題

解答的原理法則，透過類比思考以推出解決方案（ Arocha, 1997 ）。吾人可將面對

之問題轉化為定型化問題，定型化問題已具備定型化解答﹔因此可引導創造性思

考的方向。系統化創新應用兩個技術參數間之衝突（技術矛盾），由對應之矛盾表顯

示之創新原理，發掘巳具備之定型化解答，透過類比思考找出解決方案（ Gcrrikh 

Altshullcr 1982 ）。物理矛盾常可用分割原理（ separation principle ）處理。分割原

理有三類：

(1）時間分割：矛盾之發生的參數在不同時間有不同特性。

(2）空間分割：矛盾之發生的參數在不同空間有不同特性。

(3）尺度分割：矛盾之發生的參數在不同觀察尺度有不同特性。

創意法則係李茂輝教授提出（李茂輝，1996 ），包含「轉向」 「移轉」 「組

合」 「延伸」 「減少」 「改變方向」 等六項，創意六法則幫助我們跳脫常人習慣領

域，獲得可能的創新機會。其主要內容為

(1) Reverse ( R 、反向）﹔與先前物件在型態有不同呈現

(2) Transfer ( T 、轉移）﹔擷取在其他物件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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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ombine ( C 、結合）擷取與綜合在不同物件上的不同特質

(4) Reduce (Rd ＇減少）﹔以單純的方式呈現

(5) Change Direction (Cd 、改變方向）﹔物件特徵呈現方向或位置的改變

( 6) Extension ( E 、延伸）﹔在物件特徵幅度上的變化

創意法則中最主要的是「轉向」 「移轉」 「組合」三種，其它「延伸」 「減

少」 「改變方向」等三項亦可由前三法則推演出。

（二） IDEO 創新發展模式

IDEO尊重每一位員工的創意潛能，素有重視創新的企業文化。融合工作經

驗、企業文化和基礎工程， IDEO有一套獨特的創新方法。該方法有幾個步驟，成

功的關鍵皆在每一步驟中必須掌握的動作（李昌雄， 2000)

(1）認清市場、客戶、技術以及問題本身的限制。

(2）觀察人們的實際生活狀況，並找出真正引發這些狀況的原因。

(3 ） 把概念和產品的潛在用戶予以視覺化。

(4 ） 在短時間內不斷重複評估和改進原型 。

IDEO公司群體創意激盪過程注重下列原則（李昌雄， 2000)

(1）暫緩進行判斷（ Defer judgement ) 

(2）鼓勵瘋狂的構想（Encourage wild ideas ) 

( 3 ） 以別人的構想為基礎，再提出己見（Build on the ideas of others) 

( 4 ） 針對主要的問題發言（ Stay focused on topic) 

(5 ） 一次一個人發表（One conversation at a time) 

(6）圖像化或視覺化（Be visual) 

(7）多量的構想（ Go for qua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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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善用空間記憶的力量，將點子記錄在板面。鼓勵將相關的東西蒐羅擺在

一起﹔其次盡量將概念透過繪圖或製作簡單原型，予以具象化。在ABC公司專訪手

推車開發案例中（DVD film ’ 2000），藉由協助客戶進行產品創新開發與設計的過

程，顯示產品創新開發設計流程。在此案例中可啟發如何建立自主創新，藉由跨領

域整合達成創新開發設計之目標。

（三）研究目的與限制

本研究引入個案教學，透過案例研討使學生體會創恩情境，其次以實際之設計

議題，綜合應用系統化創新與創意法則於產品創新提案中。本研究目的為：

( 1 ） 於創新教學課程中以創新技法與案例模式輔助啟發思維。

(2）轉用IDEO 創新發展模式於創造力培養教學課程。

(3 ） 歸納不同背景學生創意概念，探討其特點。

本研究受到同學背景限制，必須選擇複雜度不高，學生較能掌控之非特殊專

業主題，進行產品創新提案。由於修課人數之限制，本研究之樣本為國立暨南大學

五十名。修課同學是經由電腦選課系統隨機選課，來自不同學域，且各學域總人數

亦有差異。

→、教學方法與流程

本研究屬於質化研究，其教學方法綜合運用IDEO案例研討與創新技法與於創

思啟發，並選擇生活產品為創意概念發想方向。教學方法與流程如圖1所示，分述

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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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進行程序

創新與專利實務課程之進行時程摘述如下：

(1 ）第 1-2 ：創意思考概念，產品創新案例。

(2）第3-5週：創意六法則舉例授課。

(3 ） 第6週：同學應用創意法則於現有用品的推演 。

(4 ） 第7-9週：系統化創新舉例授課。

(5 ） 第10週：產品創新案例：IDEO案例模式。

(6）第11-12週：提出問題

(7）第13週 ：運用創新技法進行概念提案

(8 ） 第 14-1 5週：問體解決概念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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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第16-17週﹔概念評估修正、系統化創新

(10）第 18週﹔草模與報告

教學第一階段介紹系統化創新與創意六法則兩種創新技法的主要內涵。在學習

之後嘗試舉出應用實例，以發現不同情境應用之可能 。 教學第二階段為IDEO案例

研討，包含產業環境、公司之歷程、設計得獎作品概念討論﹔輔以美國ABC現場新

聞採訪IDEO公司以手推車的改良案例，包含公司成員討論過程、發想、驗證與製

作的過程。透過案例，體驗其建立具挑戰性目標的過程，帶動成員參與的熱誠及激

發創意潛能、建立有利團隊成員分享和學習的空間、重視創意的工作文化等特質。

教學第三階段為實作階段，可分為前、中、後三步驟，前段是了解需求、決定

方向 。 中段則透過群體激盪應用創新法則，將思考拉離吾人的習慣領域，此時設計

之概念得以浮現 。 後段則對特定設計參數，找出可能的合理解答 。

（二）課程參與者

在國立暨南大學通識課程中，規劃創新與專利實務二學分課程，由選課者進行

課程驗證實作。五十位參與學生中，年級以一 、二年級為最多。為包含不同學習背

景參與創新之活動，本課程允許各學院各年級選修。選課時係隨機網路選課，因此

學生背景不一，其生活經驗也有差異。研究樣本包含文學院、商學院、理學院與工

學院四類，各類別之樣本數如表l所列 。 包含中文系、歷史系，企管系、比較教育

系，化學系，電機系等。

表 l 參與同學背景

科象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總計

化學 7 3 JO 

電機 9 s 2 17 

歷史 3 2 s 

中文 4 2 6 

比較教育 s 2 7 

國際企業 2 3 s 

總計 30 12 7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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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過程結果

（一）創新技法演練

創意法則包含「轉向」 「移轉」 「組合」 「延伸」 「減少」 「改變方向」等六

項，法則並非規律而是一種動作，它幫助我們跳脫常人習價領域，獲得可能的創新

機會。教學第一階段會以產品為例，引導學生嚐試應用創意法則於選定的產品上，

茲將部分推演內容呈現於表2 。此階段有助於將創意法則運用於實際情境之中。

表 2 創意法則部分推演內容

法則 瓶子 筆 鬧鐘 雨傘

轉向 非對稱閉口 非直線形 改變停止方式 漏斗

移轉 雪山之外觀 筆刀 聲音漸漸變大 天線

組合 條：孟功能 燈光、鑰匙 闖關控制 結合桌子

減少 可伸縮，減少體積 非握持部份材料 條狀或棒狀 可戴的雨傘帽

延伸 蓋子加大容易開 延長筆身 多時段式設定 雙人傘

改變方向 側面出水 搖搖筆 震動提示 占卦機

（二） IDEO創新過程討論

教學第二階段，綜合說明並呈現IDEO將超市的手推車改頭換面的創新過程。

依據基本架構，將原先存在的問題逐一修正。例如：小孩在手推車上的安放，車子

的各方向移動、小購物籃的想法及“偷車”問題，加入了高科技的條碼機與計算能

力，最後進行整合。課程中並提出下列討論問題：

1. 公司之創新系統與流程為何？

2. IDEO 公司在組織結構、組織文化有何特色？

3. 什麼原因使得IDEO 比其他公司表現更為優異呢？

本討論的目的在於使同學了解創新發想過程，進而應用於團隊創思之中。綜合

同學針對IDEO創新過程討論，引述其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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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親身觀察

「創新始於觀察，首先要有良好的觀察力。發覺大眾沒看到的，要審視專家忽

略的部分，要給消費者耳目一新的感覺。重新認識”過去”的產品，符合大眾消費者

的需求。」

「他們做事的態度是親身體會勝過一切想像，這是一般團隊忽略的觀念。」

2 、平等式的管理

「階級對創造沒有幫助，成見會造成破壞。」

「對於員工是用平等式的管理，而不是階級式。強調創意是來自所有的地方，

任何一個小動機都有可能成為大發明，因此老闆決定的不一定是最好。」

「雇用那些不聽你話的員工，因為階級對創造沒有幫助。在混亂中尋找焦點，
相信雜亂無章中總有一個秩序存在。」

「用想像力賺錢，因此公司經營模式當然不能跟傳統階層化一樣，否則員工只

想滿足上司而百般稱是，那就沒有什麼創造力可言了。」

3 、產品設計需要各類型的專家。

「來自不同的專業領域，平時根本不會有任何的交集，但他們匯聚在一起，因

此可針對一個事情給予多方面的見解，使設計和使用上更加的貼合人。」

「重要的是在團隊工作的過程之中，他們享受了這種一起工作、一起討論的感

覺﹔從各方面下手改善產品的缺點。只要看到好的意見，不管是誰提的都會由衷推

薦，只要自己的比較差，他們也會放棄自己的想法而支持它人。 J

4 、態度

「人常因被恥笑，而不敢提出自己的觀念跟想法。 IDEO在這方面的最重要的

觀念，就是千萬不要批評別人的創意。」

「也許現在看起來沒有任何用途，但是再加改良或是加上別人的意見就會很

好。因此決定過程是先全部接受，再由大家加以表決。大家齊聚一堂發表自己的想

法與觀點， 再將大家的意見匯整。最後需分工合作，把自己該負貴的部分努力做

好。」

「老闆對牠的員工們有完全的信任，十足的信心，因此員工們最後能完美的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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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做好。 J

5 、工作環境與素材

「工作的環境中，員工們可以自由擺設屬於自己的地方，發揮自己的想像力來

佈置成自己最喜歡的工作環境。」

「要創造出東西必須要有許多的素材，以及參考資料。各類型的創作，都必須

有相當的見識及參考物，最後加上自己的意見。 IDEO公司建立完備的素材庫，有

助於轉用與創新。」

（三）創思提案

本課程引用群體激盪方式，創思過程是以分組方式進行，每組五人共計十組 。

由於不同領域的人才，可激發不同想法，因此分組時鼓勵由不同科系組成。前段各

組先觀察生活中事務提出討論，選擇不同物件進行構思。中段創思過程強調任何想

法都有其存在性，對任何意見不存批評的觀點，以客觀的方式來看。群體激盪創思

過程結果整理於表3 。此階段著重在發散思考提出各種的想法﹔後階段著重在特徵

與可行性評估，找尋適合解答的收斂階段，此時解答的合理性成為重要的考量。

表 3 群體激盪創思構想表

探討物件 提出問題 （前段） 創思概念 （中段） 特徵與可行性評估

（後段）

車 環保減少耗能 太陽能與混合燃料 所需能量與面積（物理

矛盾）

改變路面與輸材質 減少耗能煞車時又有

足夠摩擦力（技術矛

盾）

安全帽護自鏡易破損 設章可內收之夾層 （技術矛盾空間、結構

強度）

剪刀 需多種工具創水果、開 結合不同功能 不易清潔、易斷裂

罐、開瓶

只能直線 曲線刀刃 不容易密合

碎紙掉落 電椅之靜電吸引 應用外來靜電場、方

f更清理（物理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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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妝 缺變化 使用旋光性物質、晝夜有不同色 物質光特性

彩 材料是否可取得

開發新的香味蜂蜜．．．，配合採裝 彩妝與養生異業結合

與芳香療法

傷皮膚 改用特殊植物成份

上妝工具多速度慢 整合可調空間、尺寸、容器、工 功能之互通性與整合

具

助聽器 太重且耗電，使用時間 太陽能、無線傳輸電能 所需能量與面積（物理

短 矛盾）

不舒服、不易清潔 改變材質、可更換軟質墊 奈米防水材料

常需更換 以遙控改變音樂、講話、鬧鈴、 （物理矛盾）

電話模式 時間分割，不同時間

有不同功能

造成耳鳴、聽力退步 智慧型調整分貝數 轉被動為主動（反向）

內建聽力訓練模式

造型使人自卑 體積雖增加但造型可多變化 轉隱藏為積桂呈現（反

向）

廚房 瓦斯爐可熱不能冷 提供降溫物質，達到所需溫度。 提供兩種相反功能

（組合、反向）

油煙機周圍溫度高 結合冷氣散熱，減少做菜者不過 轉移使用冷媒技術

OPS 只有被動的地圖資訊 主動與地域廣告結合，知道下一 轉被動為主動（反向）

4.f豈有何商店

缺少其他服務 配合搜尋功能、電子折價卷等銷 店家資訊取得（商業模

售活動 式）

手套與刷子 持刷子工作時仍需拿其 刷毛結合在工作手套表面 去除不必要物件（減

他工具 少）

食物容器 碗麵掀開後蓋子無法貼 具有中間轉軸，只需闖一半，其 需要能間是文但又能密

1’ 、 上肋條仍能貼合 合量（物理矛盾）

餐金與杯碗進食時候容 餐金與杯碗合為一體 處裡兩種相反特質物

易傾倒，高低溫物混淆 冷熱物件中間隔絕 件（組合、反向）

飲料罐吸管遺失 預董吸管於飲料罐內 打開彈出（移轉）、閉口

外拉、本體捲曲（反向）

改變吸管附著形式 自美合、 型附著

電源控制 遙控器找不到、太多種 植入 RFID 晶片 應用主動辨識信號。

類造成混雜 使用中控機撥打引發聲光效果 運用現有隨身物件，

以手機附加模組，發出控制信號 單純化。

取代遙控器 （組合、反向）

下兩天運動場無人打 將照明燈與濕度計結合，當j量度 提供新的控制參數（組

球，照明燈仍亮浪費電 超過 95%峙，自動斷電 合）

插座的插頭間相互干擾 螺旋式插座體 需要小但又能切合大

中心偏離插座傾倒，直 多數個可旋轉之插座 型插頭（物理矛盾可用

流轉換插頭佔空間 空間分割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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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激盪過程使用3-6-9法，提出產品創意提案，其過程中輔以創新技法協助

構想推演。 3-6-9法是用書面方式提構想，同組每人持一張紙，劃分為六格，每人

以五分鐘寫出構想後，傳給後面組員﹔組員看到前面構想後，在下一格寫出自己新

的想法。如此傳過一圈後，經由小組不同成員之激盪，及創意思考技法的輔助，

能提出產品創新的不同概念。僅將部分提案以概念推演圖呈現。圖2是3-6-9分組激

盪過程創意發想原稿，圖3與圖4是針對不同問題，整理激盪創意所得的概念推演圖

(image map）。

3. 

日折蜘 防止平常服管脫落

製作盒子前圖入

睡好用紙材易回收

斗 海中吸曾 于 陳盈志
/ti \ / .71 延伸出吸管

服管折當小心服管破製

點在保特瓶直下

如此服管就不會破製或汙染

C三3撕開 陳珊賢

口飾包

2. 
1.可在眼管頂加上防區重

2.瓶中吸管彈出時，須注意安全性

向外拉出

n 
4. w 話：1：言：2

日扭扭

陳家揖

國2創意設想原稿

創思過程參考IDEO公司發想模式，由團隊經由觀察與提案，整合提案類別，

並進行綜合評估。在教學之中，依據學習經驗發現：同學具有良好的發現問題能

力、但是解決問題之程度卻較弱、成為更新設計之障礙點。觀察IDEO公司有來自

不同的專業領域專家，因此可針對一個事情給予多方面的見解，使作品和實際使用

上更加的貼合。在本教學案例中同學分工合作經驗不足，因為不了解他人，不能把

自己欠缺的部分，經由分工得到他人協助而造成創思停滯。由於成員問尚未建立默

契，及課程時間與經費限制，只能進行部分概念視覺化﹔無法進行原型重複評估和

改進原型的步驟，而使得創意未能充分落實。完整的創新提案，需要有多領域知識

的支援，創意發想落實亦須要有經驗的技術團隊支撐，才能達到成熟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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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3泡麵問題之概愈構想圖

團4飲料包問題之概念情想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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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產品創意提案詳細內容

本次創新設計課程中共提出十件創意提案，由於內容繁多本節僅選擇其中二件

創意提案，詳細說明其構想創思過程與內容。

1 、分組創思之一：助聽器

現有助聽器耗電使用時間短，增加電池體積又會增加重量，這是技術矛盾。

可以用矛盾表中分段原理（ Segmentation）解決，亦即將取得電力區塊分離。這可

以用太陽能技術、無線傳輸電能技術。但是所需能量大其所需面積亦大（技術矛

盾），如果取得電力區塊是轉用於其他現有隨身物件，就不會增加額外面積。例如

利用軟質太陽能吸收片技術，太陽能片可以貼附於帽子或衣服上。

現有助聽器不舒服、不易清潔，這需要改變材質。助聽器需要密合以傳遞

聲音，但是過於緊密又有壓迫感，這是技術矛盾。可以用矛盾表中非均質原理

(Anisotropic ）解決，亦即將部份傳聲音區塊以硬質材料﹔其他區域則更換軟質奈

米防水材料。

現有助聽器在聽音樂、講話時常需更換耳機，造成使用之不變。助聽器需要

配合不同聲音來源，但是又不能同時存在，這是物理矛盾。可以用時間分割原理解

決，亦即以遙控方式，依當時之需要改變音樂、講話、電話模式，解除物理矛盾。

睡覺時通常不會配戴助聽器，鬧鈴無法發揮作用﹔如果將鬧鈴組合於枕頭，以觸覺

傳遞聲音，就可以改善。

助聽器若使用不當會造成耳鳴、聽力退步，調整放大率之分貝數常會過當。若

是使用具自我調控能力之智慧型助聽器，則可以內建聽力訓練模式，轉被動為主動

（反向），避免耳鳴、聽力退步的發生機率。

助聽器通常盡量縮小體積，避免他人發現。但是單純以治療為目的的造型也往

往使人有自卑感。如果轉隱藏為積極呈現（反向），體積或可增加但是強化時尚造

型，此種變化可讓對方體會聽障者需求，協助溝通之進行，亦能展現聽障者自信積

極的一面。

2 、分組創思之二 ：電源與控制

運動場照明燈通常設定於晚間11:00關閉。下雨天時雖然運動場無人打球，照

明燈仍亮著， 浪費電能。如果組合新的控制參數，將照明燈與濕度計結合，當溼度

超過959毛時， 就可以自動斷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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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多孔插座為單面插座，插座的插頭間會相互干擾。例如直流轉換大型插頭

往往會佔用兩個多孔插孔。此外因為單面插座的線路易彼此糾葛，也會造成佈線困

擾﹔另外當使用直流轉換大型插頭時，因為重心偏離會使插座傾倒。須要較能省空

間又不佔用空間的方法，這是物理矛盾。

螺旋式插座體是組合多數個可旋轉之插座，讓人可以調整需要的角度，使整

體線路所佔空間小，能切合大型插頭。此時物理矛盾即可用空間分割予以改善，

亦即在不同方位或空間呈現不同特性。此創意發想過程係重覆引用創意法則：（1)

轉移：線形多孔插座其體積小，無法一次容納，因此需嚐試不同於直線之路徑。

(2）改變方向：若將多孔插座放大，勢必不易放置，因此改變多孔插座方向。（3）組

合：被直流轉換大型插頭遮蓋處，可轉動多孔插座，避免位於遮蓋區域。

家中的許多電器用品都附有遙控器，例如電視、錄放影機、冷氣機、 DVD放

映機等等。但是現代人生活繁忙，也使得相當多的人經常忘東忘西，忙碌一天之後

回到家想舒服的看個電視，卻發現找不到遙控器，想看個電視卻得花費大把力氣尋

找不知流落何方的遙控器。這時如果能讓遙控器發出聲音就能輕易的找出它。各種

電器遙控器樣式不一，也常會拿錯。不同遙控器需要配合不同頻率，但是各頻率又

不能同時存在，這是物理矛盾。可以用時間分割原理解決，亦即以遙控隨當時之需

要改變控制訊號頻率，解除物理矛盾。

手機遙控想法亦合乎環保概念，尤其是經常忘記東西的人，將無線電話和遙控

器結合，就可避兔此問題。無線電話是目前最為普及的產品，有別於有線電話，具

有相當的機動性。因為無線電話是使用充電電池，可省下許多的電池使用量。手機

遙控只要選擇適當頻道，即可達成。當找不到遙控器時，只要撥打電話，就能找到

遙控器了。電話遙控器可以記憶多組不同電器頻率，儲存在電話遙控器的記憶晶片

中。因為晶片能儲存電器的頻率，只要將主控器放在電器可接收到訊號的位置，就

能利用打電話來開啟家中的電器。在外面逛街也能利用撥打電話來開啟家中的冷氣

等功能。

從上面案例可發現，創新技法有助於進行新概念提案，由矛盾轉化模組及定型

化解答中的法則，可改善產品合理性，符合使用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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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近年來大學通識課程漸漸設立發明創新有關課程，在創意思考外提出創新的概

念，甚至延伸出成功的商品提案，是值得推展之方向。本教學案例是基於產品創新

教學，將創新教學規劃為大學兩學分之選修課，限定非設計科系選修。透過一學期

之創新技法、案例研討、分組討論過程，最終提出產品創意提案。創新設計過程可

區隔為前、中、後三階段，前段是觀察分析了解需求、決定更新設計方向。中段則

反覆應用創意法則，將思考拉離吾人的習慣領域，此時更新設計之概念得以浮現。

後階段設計構想浮現已有較具體之界定時，評估決定創新合理方案。系統化方法因

為參數與解答類型繁多，較不適於創新設計課程初始階段之應用。在中段創意提出

階段，綜合群體激盪與簡易創新法則較易導入並應用。

同學背景對於創新之影響方面，雖然文學與管理科系學生對技術較生疏，但是

他們對事物觀察仍然有高的敏感度，有高的創意構想。不同領域背景的交流與相互

學習，有益於產品創新提出 。 因同學問尚未有充分的信任與分工經驗，最後的產品

呈現品質受到限制 。 依據學生學習經驗發現﹔同學真有發現問題能力、但是解決問

題之程度卻較弱、成為更新設計概念之障礙點。此類創意課程較適合概念發想﹔完

整的創新提案則需要有多領域知識的支援，與有經驗的技術團隊支撐，才易達到成

熟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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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通識教育委員會《博學》稿約

一、本刊旨在促進宏觀之學術視野，均衡人文與科技之發展，以達到全人教育之目

標 。 凡符合本刊宗旨之通識學術論文、演講實錄、活動報導等，均歡迎投稿。

二、本刊至少每年發行一次，出版日期為每年六月或十二月，截稿日期為每年四月

底或十月底。

三、本刊文章字數以五千字至二萬字為原則，並應嚴格遵守學術規範。

四、稿件以中文撰著為原則，並須為未曾於其他刊物發表者﹔唯原曾以外文發表再

以中文改寫者不在此限，作者仍應於文中註明之 。 來稿請勿一稿多投。

五、稿件請依本刊所定格式撰寫，並請附五 字以內之中文提要，另請以中文註明

姓名、任職單位、職稱、詳細地址和電話 。

六、來稿請以電腦打字雷射列印稿（以橫式、 A4紙列印）和電腦磁碟片提交。

七、來稿均由本刊編審委員會送請具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審查。審查結果分：「可

予刊登」、「修正後刊登」、「不宜刊登」’並均由審查人評註審查意見。審

查結果及評審意見均由本學報以書函通知作者 。

八、來稿經本刊登載，即致贈作者當期本刊三冊及抽印本卅本。

九、來稿請掛號郵寄（郵遞區號的2）台中市南區國光路250號，國立中興大學通識

教育委員會或直接送交本會辦公室。有關事項請洽本會辦公室。

聯絡電話： 04-22840597～8

E-Mail : cah@mail.nchu.edu.tw 

網址： ht甲：／／www.nchu.edu.tw／～c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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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通識教育委員會《博學》稿件

寫作格式說明

壹．論文、演講實錄、或活報導均可附圖表。文章噩噩依序包括標

題、摘要、關鍵詞、本文、註釋、參考書目、附錄等部份。

貳．為便於編務，來稿請依下列各項標準行文：

一、分段與引文

（一）每段第一行第一字前空兩格。

（二）直引原文峙，短文可逕入正文，外加引號。

（三）如所引原文較長，買lj另起一行抄錄，每行之第一字均空三格。

二、章節：請依一、（一）、 1 、 (1）之順序標明。

三、註釋

（一）註釋請置於同頁，每註另起一行，且號碼整篇連貫。

（二）註釋號碼請用阿拉伯數字，如：（註1) 、（註 17）。正文中之註釋請置於正文

標點符號後之右上角，如係引文，貝lj置於引文末之右上角。

四、註釋體例：

（一）所有引註均須詳列來源，如引註係轉引自其他書籍或論文，貝lj須另予註

明，不得逕行錄引。

（二）無論在正文或註解中，凡書籍、雜誌、報紙之名稱均須加《》﹔如為西文

著作，請在書刊名稱下畫一橫線（一）。文章名稱加〈〉，如為西文著作，

則加“ ” 標記 。

（三）註釋請採「尾註」方式隨頁附加，註釋格式如下：

1.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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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文書籍：作者姓名，書名（出版地：書局，年月），頁x-x 0 

(2）西文書籍： Author's or Editor’s full name, Cornolete title of the book 

(Place of publication: Publisher, Year, x ed.) . p. x or pp. x~x. 

2.論文

(1）中文論文：作者姓名，〈篇名〉，《期刊、雜誌名稱》 （出版地）

第X卷X期，年月，頁x-x 0 

(2）西文論文： Author’s 臼11 name,“Title of the Article’” Name of the 

h旦且全l (Place of publication), Vol.x, No.x(YEAR), p.x or pp.x～X ﹒（如有

必要須加註月份或日期）

3.報刊

(1）中文報刊：作者姓名，〈篇名〉，《報紙名稱》 （出版地），年、

月、日，版x 。（如為一般新聞報導，可略去作者姓名和篇名）

(2）西文報刊： Author’s 臼11 name,“Title of the Article’” Name of the 

Newsoaoer (Pla臼 of publication), Date, p.x or pp.x～X 。

4.第一次引註須註明來源之完整資料（如上）﹔第二次以後之引註有兩種格

式： (1）作者姓名，書刊名稱（或〈篇名〉，或特別註明之簡稱），頁

X～x ﹔如全文中僅引該作者之一種作品，則可更為簡略一作者姓名，前揭

書（或前引文），頁x～x （西文作品第二次引註原則與此同）。（2）同註

X ’頁x-x 。

五、參考書目（非必要）：作者如覺有必要另列參考書目，請於文後以如下之方式列

出參考書目

（一）期刊上之論文，請依下列次序繕打：

1.作者姓名（如為譯文，次接譯者姓名）

2.出版年

3. ＜篇名〉

4. 《期刊雜誌名》



過識教育奏員會仰的翩。

5.卷期

6.起迄頁數

如：蔡元培（1935) ' ＜論大學應設各科研究所之理由），《東方雜誌》，

第32卷，第1期，頁的～15 。

（二）圖書單行本，請依下列次序繕打：

1.作者姓名（如為譯著則次接譯者姓名）

2.出版年

3. 《書名》

4.出版地

5.出版者

如：許俾雲(1988），《中國古代文化的特質》 （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

司）。 Macedo, S. (1990).“Liberal Virtu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六、附圖及附表：

（一）來稿圖片均限黑白，另頁置於文後。

（二）圖表須注意縮版後，仍能完整清晰。

（三）圖表之說明須清楚，所使用之文字、數字及符號須與文中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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