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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慣領域融入通識教育之「創造力教育」課程的行動研究 

李偉俊1 

摘要 

本研究主要探討習慣領域 (Habitual Domains，簡稱 HD) 融入在國立台東大

學的通識教育之「創造力教育」課程的可行性與教學成效，並進一步探討融入習

慣領域的創造力教育課程對大學生的創造力的影響與改變情形。本研究係採行動

研究法進行，並以九十六學年度上學期大二共選和大三共選的通識課程之選修課

－創造力教育為實施此行動研究的目標課程，研究對象為所有選修此課程的大二

及大三學生，研究資料的蒐集以質性研究方法為主，本研究採用焦點團體訪談法

與深度訪談法蒐集學生的研究資料，並輔以文件分析法等，希望透過多元研究資

料的三角檢核法，能理出融入習慣領域於創造力教育課程的課程脈絡，並找出在

通識教育中的創造力教育課程融入習慣領域的有效教學方法與策略。 

關鍵字：創造力教育，習慣領域，行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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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Action Research on integrating the Habitual Domains and 

the Creative Education Curriculum of General Education 

Wei-Chun Li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ports the instructional effect and feasibility of integrating the 
Habitual Domains (HD) and the creative education of general education. It further 
explores the impact and changes to those college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the 
integrating creative education and HD. This study used the action research method 
and chose the target college students who took the first semester of school year 96 
course of creative education in general education. Based on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the research data included the focus group interview, in-depth interview and 
documents analysis method. It further searches for effective instructional methods and 
strategies in the general education of creative education integrating 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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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緒論 

大學通識教育在近幾年來逐漸為各校所重視，但仍然不免有多年來課程零碎

化、內容娛樂化、知識稀薄化的問題。因此發展強調問題解決與行動導向之通識

教育課程以及研發具有創新特色通識課程，並以形成一個精實而優質的課程，實

能培養學生其問題解決的能力和理解通識的精神，為各大學構思通識課程架構時

考量的重點。因此創造力教育的通識課程實施，可有效達到此課程目標，也由於

創造力的培育為本世紀各國教育重點項目之一，因此世界各國的國民教育目標亦

以培育具有高創造力的國民為首要方向，而大學教育向來是自由與開放教育的代

表指標，大學生在大學裡擁有自由學習的權利，在其中體現生活的意義，但在已

呈現定型的教學體制與就業導向的目標中，大學教育這個場域所定義的「自由」

教學與學習的真諦已逐漸難以體現，如何讓教育重新啟發學生，發掘教育更不同

的功能，實為通識教育中重要的一環。因此，創造力教育在大學通識教育上的重

要性自是不言可喻。 

而身為台東大學通識教育課程之「創造力教育」課程的實施者與課程設計

者，研究者希望能開創「創造力教育」課程的新境界，研究者亦於 2006 年首創

以「後設認知取向的創造力教育」的理論觀點（李偉俊，2006）於實施創造力教

育的思維與方向上，同時並於 2006 年九月期間到交通大學參加第二屆習慣領域

種子教師的研習活動並取得證書，進一步深究研討後發現習慣領域 (Habitual 
Domains，以下簡稱 HD）的學說很適合融入在創造力教育的課程設計中，於是

在九十六學年度第一學期通識教育的大二、大三共選「創造力教育」課程中，採

取行動研究 (action research) 的方式探討 HD 融入於「創造力教育」課程的教學

設計與其教學成效。因此本研究便以 HD 融入「創造力教育」的行動研究為研究

主軸，從課程與教學設計到學生對課程的評價與訪談心得，以及相關學生作業文

件等，期能找到將 HD 融入「創造力教育」課程的有效教學模式。 

2. 創造力教育與習慣領域學說的相關研究與理論內涵 

本節主要為探討創造力教育和習慣領域學說的相關研究與理論內涵，首先探

討創造力教育的相關研究，其次再簡要說明習慣領域的理論內涵。 

2.1. 創造力教育的相關研究 

國內有關「創造力」的相關研究甚多，經蒐尋國家圖書館之全國碩博士論文

資料庫，以「創造力」為關鍵詞蒐尋，結果有 602 篇碩博士論文之多，顯見以「創

造力」為議題的研究頗多，且有逐年提昇的趨勢。此外再以「創造思考教學」為

關鍵詞蒐尋結果有 90 篇，其研究對象除國中小教師外，另有補習班教師和學校

其他行政人員，且多為量化的問卷調查法，間或有以行動研究法、個案研究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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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性訪談法等的方式進行研究。 

由上可見國內對創造思考教學的相關議題進行實證研究與討論也有逐漸增

多的趨勢。若再以「教師創造力」為關鍵詞蒐尋，則卻僅有 8 篇論文，其探討的

主要研究對象有師培生和職前教師（朱采翎，2007）、幼稚園教師（謝文慧，2005）、
國小教師（陳霞鄢，2003；鄭美珍，1986）、國高中教師（高禎檀，2004；郭奕

龍，2004）和技職體系教師（洪淑君，2002；陳鴻照，2004）。而其主要研究結

果與發現如表 1 所示： 

表 1: 以「教師創造力」為研究主題之碩博士論文結果摘要一覽表 

作者(年代) 研究對象 研究結果與發現 
鄭美珍（1986） 國小教師 1. 教師語文變通力與「接受想法」、「問

問題」及「間接態度」等有顯著相關。
2. 教師的教學態度並未隨教師創造力

的高低而有顯著差異。 
3. 教師語文變通力可正向預測其「接受

想法」和「問問題」的態度。 

洪淑君（2002） 技職教師(護理) 1. 護理教師年齡愈大，其圖形創造力的
流暢力、精進力就愈低。 

2. 最高學歷愈高，其語文創造力的獨創
力就愈高，但圖形創造力的變通力則
愈低。 

3. 教學年資愈長，其圖形創造力的流暢
力、精進力就愈低。 

陳霞鄢（2003） 國小資優班與普通
班教師 

1. 國小資優班教師的創造力教學行為
優於普通班教師。 

2. 創造力教學行為在教學年資多寡上
有差異，資深教師優於其他資淺教
師。 

3. 創造力教學行為在專業訓練與否上
有差異，在國小普通班，修習過學位
或學分及參加過研習或工作坊的教
師優於未受過專業訓練的教師。 

高禎檀（2004） 國中教師 1. 國中教師在「創造力特質」上之表
現，普遍良好，呈正面積極的取向。

2. 國中教師在「工作投入」上，以「工
作樂趣」層面得分最高。 

3. 國中教師在「教學效能」情況上，普
遍呈現正向與良好情形。 

4. 國中教師之創造力特質，會因個人背
景變項之不同而有差異。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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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以「教師創造力」為研究主題之碩博士論文結果摘要一覽表(續上頁) 

作者(年代) 研究對象 研究結果與發現 
郭奕龍（2004） 國高中教師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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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對行政工作的主要影響是：「於例行性行
政工作中帶點變化」及「與實習老師分
享所學」。 

陳鴻照（2004） 技職教師 1. 在指導學生參加相關創造力創作或比
賽、任教學校對創造力教學的重視、任
教學校提供創造力良好環境及設備、接
受創造力教學課程訓練或進修、接受智
慧財產相關課程訓練或進修等變項上，
與整體創造力教學效能皆有顯著差異存
在。 

2. 在教學上運用專利創造力的能力、具有
創造力課程設計的基本能力、教師對學
生創造力的信念和整體創造力教學效能
有顯著差異存在。 

謝文慧（2005） 幼稚園教師 1. 實驗組與對照組在語文創造力之「流暢
力」、「變通力」及「獨創力」向度的表
現均有顯著差異。 

2. 實驗組與對照組在圖形創造力之「流暢
力」、「變通力」及「獨創力」向度的表
現均有顯著差異，但在「精密力」向度
的表現未達顯著差異。 

朱采翎（2007） 師培生、職前
教師、在職教
師 

1. 師資培育生的與「創造力特質」、「人際
特質」及「創造力成長觀」皆與「高創
造力教學-學習優勢學生」的教學信念有
顯著正相關。 

2. 職前教師的與「創造力固定觀」與「創
造力成長觀」分別與「高創造力教學-學
習優勢學生」的教學信念有負相關與正
相關。 

3. 正式教師的「創造力固定觀」與「低創
造力教學-學習劣勢學生」的教學信念有
顯著正相關。 

由上可知針對各級教師的創造力相關研究中，多以「施教者」本身的創造力

各因素的觀點來看待其實施創造性思考教學的成效，對於創造力教育的後設認知

的創造性思考則較少觸及與深入探究，而教師對創造力的後設認知思考與習慣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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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學說的論點有大部份雷同與吻合之處，例如 HD 理論中的八種擴展與豐富習慣

領域的方法之虛心學習、升高察思、事物聯想、改變參數、腦力激盪、以退為進

和靜坐禱告等就是可應用於教師實施創造力教育的後設認知思考之用。因此，進

一步探討 HD 理論學說適時融入與應用於創造力教育的養成教育之通識課程

中，有其意義和可取之處。 

2.2. 習慣領域學說的理論內涵 

習慣領域 (HD) 是我們記憶、想法、作法、判斷、反應的綜合，它可以看成

人性軟體，用來操作我們的超超級電腦－我們的大腦－一個幾乎擁有無限能力的

硬體（游伯龍，1998；Yu, 1990）。沒有有效的軟體，即使是超級電腦也不能發揮

效率和效力。我們的大腦也是一樣！如果我們的習慣領域或人性軟體沒有效率和

效力的話，我們的決策和行為就會變得沒有效率和效力，反之亦然。可惜，我們

的習慣領域是無聲、無形的，我們看不到也摸不到，卻隨時隨地跟著我們，影響

我們的決策和行為，不管我們注意與否。事實上，習慣領域決定我們的性格、做

事方法、成功和失敗（游伯龍，1998，2002）。 

習慣領域提供一個有效的系統，讓我們能不斷提昇我們的軟體，使我們在做

決策、研究、溝通、生活與工作上更有效率，更有喜悅和智慧。而古今中外，沒

有兩個人的習慣領域是完全一樣的；也就是說，沒有兩個人腦海裡的念頭、思路

（電網）和其使用方法是全然一樣的 (Yu, 1990)。因此，習慣領域學說乃依據腦

神經科學、心理學、系統科學、管理科學等的發現，創始人游伯龍教授亦用數學

原理證明了 HD 會穩定在一個固定範圍。而公司或組織是由人組成的，因此也有

它的 HD。若無法突破現有的 HD，我們將難有創新，也難成功地面對挑戰。游

伯龍（1998，2002）認為 HD 與我們同在，我們走到哪裡它就跟著我們到哪裡，

影響我們的學習、行為、效率、喜悅或悲傷。HD 學說敘述 HD 的運作，及如何

突破我們的 HD，讓我們更有效率、積極性和喜悅。HD 可應用在我們日常生活

的各個層面，包括作良好的決策、避免決策的盲點，解開衝突並創造雙贏，做好

生涯規劃，當然 HD 也可以運用在領導學和創造力教育上。 

然而，在每個人那麼多的電網之中，有一些是強而有力的電網，它們常常占

有我們的注意力，在不知不覺中影響行為和想法、做法，它們稱為習慣領域的核

心。我們把這些人類共有的核心電網，歸納成八項人類行為的共通特性或基本傾

向。而人類日常的行為，大多數可由這八大類行為通性之一或多項映射獲得解

釋。以下簡要介紹此人類行為的八大通性和四種基本概念，以及八種擴展 HD 的

方法、八大光明信念、以及九種深智慧原理等 HD 的理論重要內涵（引自游伯龍，

2002），並進一步分別說明與釐清其與個體創造力發揮與應用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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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HD 的八大通性和四種基本概念 

 同類互比 

為了達到更好的生活目標，人們隨時都需要了解自己的現狀，尤其需要了解

自己在社會的位置。當缺乏判斷的客觀信息標準和有效方法來判斷自己是否的更

好的時候，就常常透過與他自認為同類的人比較，來確定自己的現狀和社會位

置。這就是人際間的同類互比行為。 

 印象概推 

人們在判斷別人時有一個傾向，首先把人分成『好的』和『不好的』兩個部

份時，如果一個人被歸於『好的』部份時，一切好的品行便加在他的身上。相反

的，如果一個人被歸於『不好的』部份時，那麼，一切不好的品行又都加在他的

身上。 

 投射效應 

人們往往有一個傾向，當他們不知道別人的情況時（如個性、愛好、思想時），

就常常認為別人具有他們自己的特性。或者說，當人們需要判斷別人時，就往往

將自己的特性『投射』給別人，想像其他人的特性也跟自己一樣。 

 近而親 

人們之間住得近的，要比那些住得遠的，更有可能成為親朋好友。因為彼此

很近，所以很容易互相幫忙，互相了解，並解除對方的壓力。當兩人很接近而且

沒有衝突，便很容易成為親近的朋友。若有激烈衝突的話，很可能鄰家就變成冤

家。 

 相互回報 

社會上的人往往有一種傾向，喜歡那些他自認為喜歡他的人，討厭那些他自

認為討厭他的人。「士為知己者死，女為悅己者容。」是當事人自認為對方是自

己的知己、或悅己。禮尚往來，在相互回報下，也要預防賄賂的誘惑，要培養廣

大的心胸，廣結善緣，不要「討厭那些不喜歡我們的人」，要「喜歡那些不喜歡

我們的人」。  

 相似相親 

人們普遍認為，相似的人要比不相似的人，彼此更容易互相喜歡和親近。這

是一種直接而原始的本能，在組織上若能集合志同道合的夥伴，這個組織就會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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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強，相似相親的能力，可由宣傳、訓練來達成。 

 替罪羊行為 

當人們煩悶或惱怒時，在不知煩悶的根源，或知道煩悶的根源，但不敢對根

源進行攻擊的情況下，就往往傾向於尋找煩悶根源的代替品，進行發洩或出氣。

這就是替罪羊行為或羔羊代罪行為。 

 人群中的責任擴散 

人們在一起做事而又沒有明確的個人責任時，有的人在一定程度內會失去他

個人的責任感。責任出現後，認為別人應該而且會設法分擔他的責任，即使當時

他是單獨在工作，也會認為分擔與降低個人責任是理所當然的。這就是『人群中

的責任擴散』行為。 

以上為 HD 的八大行為通性，以下再說明 HD 的四個主要概念（引自游伯龍，

2002）： 

 潛在領域：指在腦海裡所有可能產生的念頭和思路，或是腦海內所有電網的

總和；類似你家中所有可能被取出的音樂帶。 
 實際領域：此時此刻占有我們注意力的念頭和思路；相當於此時此刻被你取

出的那捲音樂帶。實際領域占有注意力，對我們的影響最大。 
 可發概率：每個電網實際上占有我們注意力的機率。正如每捲音樂帶被你取

出的機會不一樣，每一個電網占有注意力或被取出使用的機率也不同。 
 可達領域：由我們實際領域的運作，我們往往會引發一些想法、看法。這延

伸出來的念頭和思路就是我們的可達領域。比如唱完一首歌後，你會有一些

新的情緒或想法、看法等。 

綜上可知，HD 的八大通性與個體覺知（即後設認知）其創造力的發揮與應

用，有著密不可分的關係，因為個體如能覺察到行為的通性在創造力發揮與應用

上的傾向與限制，便能有效改變個體的行為，進而影響同儕與週遭環境朝向更有

創意的應用與思考；同樣地 HD 的四個主要概念，其實際領域可類同為個體創造

力未發揮時的思考範圍，潛在領域便可類同為創造力發揮後的思考範圍，可發概

率則可類同為個體發揮其創造力或創造思考時的機率，而可達領域則可類同為個

體發揮其創造力或創造思考時的想法或看法。 

2.2.2. HD 的七大光明信念 

HD 的七個基本信念亦即尊重生命（人人都是無價之寶，都是佛或上帝的化

身）、萬事助長（所有發生的事情都有原因，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幫助我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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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責主人（我是我生命世界的主人，我對一切發生的事情負責任）、全力知行（清

楚而富挑戰性的目標是生命的泉源；信心和全力知行是達到目標的不二法門）、

使命樂園（我的工作是我的使命，也是樂園。我有熱情、信心去完成它）、感恩

布施和享受奉獻等。如能善加利用以上七種強且有力的思路與念頭，當它們的電

網很強時，它能隨時左右我們的行為和策略，幫助我們邁向理想的習慣領域。而

應用其在個體的創造力上便是多採取擴散性思考的策略與方法，避免去鑽牛角

尖，或是相信人有無限創造力的潛能等，有此七大光明信念對個體創造力的發揮

與助長有其益處，因此 HD 的七大光明信念可適時融入於創造思考教學或創造力

教育課程的實施當中，並以破除學習者的負向思維，促進正向思維為主要目的。 

2.2.3. 八種擴展 HD 的方法 

八種擴展 HD 的方法為虛心學習、升高察思、事物聯想、改變參數、改變環

境、腦力激盪、以退為進和靜坐禱告等，其與創造力相關的部分如下：升高察思

類同形而上的思考意即作者所創發的後設認知思考，事物聯想和腦力激盪與創造

力的流暢力特質有關；改變參數和改變環境以及以退為進與創造力的變通力特質

有關；虛心學習和靜坐禱告則與創造力的開放性特質有關。因此 HD 的八種擴展

HD 的方法與創造力的特質有其相類同之處，因此可將之融入於創造思考教學或

創造力教育課程的實施中，並觀其成效。 

2.2.4. 九種深度智慧原理 

九個深度智慧原理可讓我們更有系統地由「可以觀察得到的實際領域」來了

解整個習慣領域，它們可幫助我們了解自己及別人的習慣領域、打開並豐盛自己

的習慣領域，並且幫助我們有效地了解和處理問題。九種深度智慧原理分別為：

1.低深原理；2.交換原理；3.對立與互補原理；4.循環進化原理；5.內部聯繫原理；

6.變與化的原理；7.矛盾原理；8.痕與裂的原理；9.空無原理。以上深度智慧原理

如要應用於創造力教育的課程上，可以做為個體發揮與應用創造力的統合性思考

以及進行創造思考教學的策略，應用在創造力的統合性思考方面可善加運用低深

原理與空無原理；而應用在創造思考教學的策略可以採交換原理（變通思考）；

對立與互補原理（獨創與變通思考）；循環進化原理（流暢思考）；內部聯繫原

理（精密思考）；變與化的原理（變通與精密思考）；矛盾原理（變通思考）；

痕與裂的原理（獨創與變通思考）。因此 HD 理論的九種深度智慧原理也可融入

於創造力教育的課程實施中。 

3. 創造力教育課程融入 HD 的課程設計與行動研究 

根據上節對於創造力教育的相關研究，以及對習慣領域學說的基本理論內涵

如何融入創造力教育的說明與解釋，本節將進一步說明研究者如何將通識課程中

的創造力教育課程融入 HD 的課程設計與行動研究過程，做一完整的介紹。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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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係採行動研究法，研究資料蒐集的方法有焦點團體訪談法、深度訪談法和文件

分析法，本研究的研究期間為國立台東大學九十六學年度上學期，研究目標課程

為選修大二共選和大三共選的通識課程－創造力教育，研究對象為所有選修此課

程的大二及大三學生，共計七十二人，附錄一為「創造力教育」課程的教學計畫

與進度表。 

簡而言之，研究者的融入教學設計的方式為：在每次實施創造力教育課程期

間，便融入介紹 HD 理論的基本理論基礎與相關內容，並由淺入深依序進行（如

先進行 HD 理論的概說到電網的構想，再到八通、七信、八擴和九深原理的介

紹），同時希望學生採用後設認知取向的創造性思考，將創造力教育和 HD 關聯

起來，同時鼓勵學生回應與批判 HD 理論學說的理論性與應用面，在此行動研究

期間透過焦點團體訪談方式，針對幾個 HD 的焦點討論議題，進行腦力激盪與創

思發想，藉以了解學生學習 HD 學說與對其己身創造力改變的看法與心得；此外

本行動研究亦透過心得作業的撰寫，將學生學習創造力教育與 HD 學說的重點內

容，以文字形式呈現，並鼓勵其記錄日常生活中應用創造力與 HD 的實例與感

想；直到行動研究的末期，也就是課程進行的最後幾週，由研究者針對幾位有深

入學習與體會的學生，進行深度訪談，了解其對於創造力與 HD 學說的學習心得

與感想，並將其訪談內容錄音與記錄下來後，再整理為訪談逐字稿，成為本研究

的研究資料之一。 

本研究所蒐集的質性資料編碼規則如下：如（9432001-961001 深訪），代表

（學生學號碼 7 碼-訪談日期碼 6 碼以及訪談方式或文件資料），訪談方式共有兩

種：「深訪」代表個別深度訪談學生的逐字稿資料；「焦訪」代表進行焦點團體訪

談學生的逐字稿資料；此外「文件」統一代表學生所繳交的書面資料文件作業（如

上課創思作業單、課後心得、上課筆記等）。 

深度訪談對象為研究者透過學生的課程作業或心得發現其對於 HD 融入於

課堂中的學習，有其獨特與有意義的想法，然後進一步進行一對一的個別深度訪

談，以蒐集研究資料，每次約一小時；焦點團體訪談則是選取參與課程進行中的

各小組（約 7-8 人）成員為對象，透過課餘時間集合到系圖書室與小型會議室，

由研究者擔任團體主持人，先預擬焦點團體訪談大綱後，實施焦點團體訪談，每

次約一至兩小時。 

圖 1 為本行動研究期間的研究過程與步驟，共分為行動研究初期、中期和後

期三個階段，每一階段的行動研究所使用的方法分別為焦點團體訪談法、文件分

析法和深度訪談法，各個階段的實施重點內容和時間如圖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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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HD 融入創造力教育課程的行動研究之研究過程與步驟 

4. 研究結果與討論 

本行動研究歷經一個完整學期的實施，並分別比較與訪談七十二位大二學生

和大三學生兩個班級在「創造力教育」課堂上的學習情形，主要的研究發現與結

果有四，茲分別說明與分析訪談所得的結果如下： 

4.1. HD 學說的基本概念可融入創造力教育課程的實施 

研究者在學期初一開始，便和學生說明「創造力教育」課程中，包含創造力

基本概念以及創思技法的練習與實作外，將融入游伯龍教授所創始的 HD 學說理

論，同學均覺得很有興趣，紛紛詢問 HD 相關的理論內容，表現出極大的興趣和

學習動機。一位大二學生在接受深度訪談時，回顧他當時第一次上課聽到 HD 學

說的經驗： 

「記得李老師第一次上課時提到習慣領域理論要放在創造力教育課程裡實施，我心想習慣領域是

什麼碗糕（台語）？跟創造力有什麼關係？後來聽李老師上課介紹習慣領域的原理和概念後，才

知道習慣領域這個理論也蠻有趣的，跟創造力教育也可以混搭。後來李老師要我們同學提問，我

記得我問了好幾次有關習慣領域的問題，因為我覺得當時我很想知道習慣領域理論有哪些內容，

2.行動研究中期 
文件分析法 

創思技法與 HD 通性、

原理 

96/10/24-96/12/28

3.行動研究末期
深度訪談法 

創造力與 HD 的後設認

知 

97/1/2-97/1/30

1.行動研究初期 
焦點團體訪談法 

創造力教育與 HD 基本

概念 

96/10/3-96/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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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李老師為何要將習慣領域放在創造力的課裡面。」（S7530021-961130 深訪） 

另有一位大三學生，在回憶第一次上課聽到 HD 時的反應： 

「我第一次聽到習慣領域這個名詞時，嚇了一大跳，習慣就是習慣嘛，怎麼會成為一個理論，還

是一個學說？真有趣，後來仔細聽李老師的說明，知道李老師是基於好東西要與好朋友分享的

心，把習慣領域理論介紹給大家學習，我當下就覺得這門課我又可以多學一點東西了。」

（S7412007-961113 深訪） 

此外，還有一位下修大三選修課程的大四學生，回顧他下修「創造力教育課

程」時，首次聽到 HD 學說的情形： 

「本來就要修李老師創造力教育的課，但一直等到大四才搶到跟大三學弟妹一起修，果然是好

課，由其聽到老師第一次要將習慣領域理論融入到創造力教育課程裡，覺得很新鮮也很有趣，沒

想到大四下修還能學到新東西真不錯喔。」（S7311014-961214 深訪） 

4.2. HD 學說融入教學中有利於學生的創造思考 

本研究以行動研究法在探討將 HD 學說融入「創造力教育」課程的學習情

形，其中在鼓勵學生進行創造思考時，研究者常舉 HD 叢書上「龜殼隨龜」、「老

董事長的智慧」、「馬戲團的大象」等例子加以說明，以鼓勵學生進行創造思考，

成效相當不錯，其中有幾位學生在進行焦點團體訪談時，回憶起這一段過程，記

憶依然清晰，且認為有助於其進行創造思考的進行與驅動力： 

「我記得老師有說過人的習慣就像「龜殼隨龜」一樣，與生俱來也如影隨形，很有趣的新成語，

尤其之前當老師將烏龜的投影片圖片呈現時，問大家有一句很有創意的成語可以形容這種情形，

沒想到結果竟然是「龜殼隨龜」。」（S7512044-961210 焦訪） 

「還有老師在說馬戲團大象那個故事時，我馬上就理解習慣帶給人的影響是那麼的大還有深遠，

另外也給我們深刻對習慣領域基本概念的認知，對我們進行創造思考時有很大的幫助。」

（S7530057-961210 焦訪） 

「對了，我記得老師再讓我們進行逆向思考的創造性思考以及對創造性問題解決概念認知時，說

了一個老董事長的智慧故事，我記得是老董事長要選接班人，有兩個人要比賽比慢的那個故事，

後來的結局很有爆點，很有趣也很有創意，讓我引象深刻。」（S7520047-961210 焦訪） 

4.3. 各種創思技法可和 HD 學說原理相互為用 

本行動研究在進行融入 HD 學說時，採用與創造力相關的理論與原理，如八

大通性、七大光明心態、八大擴展 HD 的方法以及九種獲取深度智慧的方法，主

要是希望學生在進行創造力發揮時，運用後設認知思維，希望除己立立人外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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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達達人，也就是改變或成就自己外進而改變或成就他人，所以行動研究期間有

幾位學生深刻感受到各種創造思考技法與 HD 學說能相互為用的心情，如一位大

三學生在接受深度訪談時說到： 

「老師上課時都會提到習慣領域的一些方法，如八通、七光，讓我很快可以知道有哪些內容有幾

項，這跟創思技法中的聯想系列技法很像，用簡單的縮寫方式與創意聯想法，讓我們很快記得習

慣領域的內容。」（S7460027-961229 深訪） 

以及一位大二學生的期末心得作業中寫到： 

「我深刻記得在李老師上課所談到的習慣領域的理論裡有七大光明心態還有八大行為通性時，老

師用創思技法裡的蔓陀蘿法幫我們複習與解釋，我當時感到很神奇也很深刻，到現在也記憶猶

新。」（S7510037-970117 文件） 

還有一位大三學生整理了上課研究者所提及的創思技法和 HD 八擴原理方

法的應用連結，其上課筆記中心得上寫到： 

「八擴原理和創思技法中的擴散性思考以及水平思考技法有異曲同工之妙，其實就是將思維發散

出去，打破習慣的束縛，也就是創造思考的發揮」（S7520017-961210 文件） 

4.4. 後設認知思考下的創造力與 HD 學說可以相輔相成 

本課程在進行期間，研究者常提及並提醒學生可善用後設認知思考方式，詮

釋己身在進行創思練習時的上位思考，如此將更有利於學習與改變自己對創造力

的認知結構，習慣領域學說也是如此，鼓勵將電網概念來進行發揮與練習，同時

思考習慣領域四個基本概念中可達領域與可及領域的關係，因此研究者感受到後

設認知思考下的創造力可與 HD 學說相輔相成並相得益彰，研究者在進行焦點團

體訪談時也讓學生重新回顧與分享其在學習過程時，後設認知取向的創造力與習

慣領域學說的關係，其中有幾位學生有深刻的體驗與感受： 

「老師在上課時，都會教我們進行後設認知思考，強調創造力的後設認知思考對自己的幫助，李

老師也創造一個叫做美塔學的理論，很新奇也很有意義，我在這門課學到最多的就是從另一種角

度，或是說跳脫既有的思維，從另一種角度進行思考，讓我感到有很大的成長與進步，對於習慣

領域的認識與了解，老師也要我們進行後設認知思考，覺知自己在習慣領域的改變情形，我覺得

非常受用。」（S714009-970110 焦訪） 

「我記得一年級上教心時，有提到認知心理學，也有講到後設認知，不過那個時候我沒有了解後

設認知是什麼？只當作是專有名詞罷了，沒想到上李老師課的時候，聽老師對後設認知的解釋與

時常進行後設認知的創思練習時，才知道後設認知是高層次的思考方法，尤其是學習習慣領域的

理論時，如能用後設認知取向的學習與思考方式來學習習慣領域，對於習慣領域理論的理解與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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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我覺得很有幫助，謝謝老師。」（S7120024-970110 焦訪） 

「用後設認知思考習慣領域理論和故事，識一個很有趣的方法，也會讓我印象深刻，老師美說一

個跟習慣領域有關的小故事後，都會要我們用別的角度或跳脫原有思考的方式，來解構故事內容

或重構創新一個新故事，讓我腦筋一直在動，好像老師上課講過的電網概念不斷使用、不斷擴大、

不斷重新組織與連結，讓我每一次上課就會有期待，像期待進行腦力訓練一樣，總之上這門課增

進我很多新知識。」（S7100034-970110 焦訪） 

5. 結論與建議 

5.1. 結論 

透過以上資料分析，可以得知 HD 學說理論可以有效融入通識課程中的創造

力教育課程，惟教學者必須對 HD 有深入的認識與體悟，方可有效引導學生從事

創造思考與創造力的活動並能有效產生創新和創意。本節綜合以上研究結果與討

論如下，希能對教授創造力教育或創造思考教學課程的教師，提供以 HD 融入教

學上的做法之參考： 

5.1.1. 從講授電網概念了解人腦有無限潛能，進而創意也無限 

電網概念強調人腦有許多的思路與念頭夾雜其中，並隨時佔有我們的注意

力，如能時時關照己身一些強而有力的「創意電網」，將能有效隨時在生活中應

用創思與發揮創造力，進而達到創意無限的境界。 

5.1.2. 了解影響行為的八大通性和四大概念並應用於創造力教育課程實施上 

HD 的八大通性與個體覺知（即後設認知）其創造力的發揮與應用，有著密

不可分的關係，因為個體如能覺察到行為的通性的在創造力發揮與應用上的傾向

與限制，便能有效改變個體的行為，進而影響同儕與週遭環境朝向更有創意的應

用與思考；同樣地 HD 的四個主要概念，其實際領域可類同為個體創造力未發揮

時的思考範圍，潛在領域便可類同為創造力發揮後的思考範圍，可發概率則可類

同為個體發揮其創造力或創造思考時的機率，而可達領域則可類同為個體發揮其

創造力或創造思考時的想法或看法。 

5.1.3. 結合七大光明信念以培養個體創造性傾向與態度 

HD 的七個基本信念亦即尊重生命、萬事助長、全責主人、全力知行、使命

樂園、感恩布施和享受奉獻等七種光明心態。如能善加利用以上七種強且有力的

思路與念頭，當它們的電網很強時，它能隨時左右我們的行為和策略，幫助我們

邁向理想的習慣領域。而應用其在個體的創造力上便是多採取擴散性思考的策略

與方法，避免去鑽牛角尖，或是相信人有無限創造力的潛能等，有此七大光明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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念對個體創造力的發揮與助長有其益處，因此 HD 的七大光明信念可適時融入於

創造思考教學或創造力教育課程的實施當中，並以破除學習者的負向思維，促進

正向思維，進而培養個體創造性傾向與態度。 

5.1.4. 善用八種擴展 HD 的方法達到個體創造力的特質培養與實踐 

八種擴展 HD 的方法為虛心學習、升高察思、事物聯想、改變參數、改變環

境、腦力激盪、以退為進和靜坐禱告等。升高察思類同形而上的思考意即作者所

創發的後設認知思考，事物聯想和腦力激盪與創造力的流暢力特質有關；改變參

數和改變環境以及以退為進與創造力的變通力特質有關；虛心學習和靜坐禱告則

與創造力的開放性特質有關。因此教學者可以多加善用八種擴展 HD 的方法，藉

以達到個體創造力的特質培養與實踐。 

5.1.5. 促使個體覺知九種深度智慧原理，以體悟創造力教育的目標 

九種深度智慧原理分別為：1.低深原理；2.交換原理；3.對立與互補原理；

4.循環進化原理；5.內部聯繫原理；6.變與化的原理；7.矛盾原理；8.痕與裂的原

理；9.空無原理。以上九種深度智慧原理應用於創造力教育的課程上，可以做為

個體發揮與應用創造力的統合性思考以及進行創造思考教學的策略，應用在創造

力的統合性思考方面可善加運用低深原理與空無原理；而應用在創造思考教學的

策略可以採交換原理（變通思考）；對立與互補原理（獨創與變通思考）；循環進

化原理（流暢思考）；內部聯繫原理（精密思考）；變與化的原理（變通與精密思

考）；矛盾原理（變通思考）；痕與裂的原理（獨創與變通思考）。因此九種深度

智慧原理的應用與實踐可有效促使個體覺知並體悟創造力教育的目標。 

5.2. 建議 

從以上的分析中，研究者深切感受到 HD 學說是可以有效融入本校通識教育

中的創造力教育課程，只要施教者（教師）對於課程的規劃與設計能依循原有之

課程進度與內容，適時融入 HD 相關的基本概念與原理，循序漸進與因勢利導，

將可使受教者（學生）感受到 HD 學說與創造力的關係，進而運用 HD 進而瞭解

HD，再者享受 HD，最終達到突破 HD 的境界，排憂解難開創嶄新的人生風貌。 

然而在實施教學的過程中，如果教學者對 HD 學說的內涵和重要概念無法一

一說明清楚與體悟，將無法順利融入於創造力的教學中，形成 HD 和創造力教育

脫鉤的情形，如此將會有教學的反效果，因而產生融入教學的困境，此外也不要

「為融入教學而融入」，反而會適得其反。因此如果未來要將 HD 順利融入創造

力教育或創造思考相關課程時，教學者則必先對 HD 學說先下一番功夫深入學習

與鑽研進修，以便在融入教學的同時教學者能對 HD 有更好的詮釋與應用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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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學習與體悟 HD 的過程中，研究者深深感受到「覺」、「學」、「用」、「享」

四字訣在個體對 HD 和創造力思考進行後設認知時的好處，由一開始「覺」知道

己身的 HD 和創造力，到「學」HD 和創造力後，方知「學然後知不足」，以及

「學然後知困」的道理，進而將 HD 和創造力應用於生活當中並追求身體力行與

實踐 HD 和創造力，最終有所得後，便能提昇到「享受」的境界，享受 HD 和創

造力所帶給人生無限美好的益處與樂趣，實在是很有意義的一件事。 

本研究透過行動研究的實踐與分析，體現了融合 HD 和創造力的意義與精

神，未來希望能精益求精將各種可能在現行通識教育課程下實施的課程，一一融

入人生智慧的大道理-HD，讓本校的通識教育課程內容更為豐富且有意義，達到

「全人教育」與「博雅教育」的理想目標，也建議其他學校有興趣將 HD 學說融

入課程中的老師們，在學習習慣領域後，可嘗試將習慣領域融入於現行課程與教

學中，相信將會得到與體驗到「教學相長」的益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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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ㄧ 

國立台東大學 九十六學年度 第一學期「創造力教育」教學計畫及進度表 

科目名稱：創造力教育(2 學分)  系別年級：大二、大三通識課程 

上課時間：每週三 8-9 節；每週五 3-4 節 上課地點：教學大樓五樓視聽教室 D、H101-4

任課教師：教育學系 副教授 李偉俊 辦公室：教學大樓三樓教師研究室 307 室 

連絡電話：089-353430 或 0921599584 E-mail：leew@nttu.edu.tw 

教學目標： 

1. 探討我國創造力教育發展趨勢與創造思考技巧的理論與實務。 
2. 熟悉創造思考的方法與各種技巧以及了解後設認知取向的創造力教育內涵。 
3. 會運用創造思考方法與技能於實際教學當中。 
4. 培養積極開放、接納與創造思考的態度與想法。 
5. 將習慣領域學說融入創造力教育課程中並能應用實踐於日常生活中。 

指定及參考讀物： 

1. 意象思考法， 朱蕙君譯 De Bono 著，台北：心理。  
2. 六頂思考帽，江麗美譯，台北：桂冠。  
3. 六雙行動鞋，李宛儀譯，台北：長河。  
4. 創造與人生，呂勝瑛、翁淑緣，台北：遠流。  
5. 腦力激盪術徹底應用，原來著，台北：林鬱。  
6. 創造性思考與腦力激盪。林隆儀譯，台北：清華。  
7. 如何成為創意人，原來著，台北：遠流。  
8. 創造思考教學的理論與實際，陳龍安著，台北：心理。  
9. 台灣式 KJ 法原理與技術，黃敦勝著，台北：中國生產力。 
10. 後設認知取向的創造力教育，李偉俊著，台北：五南。 
11. HD：習慣領域－IQ 和 EQ 沒談的人性軟體，游伯龍著，台北：時報文化出版有

限公司。 
12. 習慣領域的應用－創造贏贏的人生，游伯龍著，台北：財團法人洪建全教育文化

基金會。 
13. 你被壓力壓扁了嗎?－習慣領域助你排憂解難，游伯龍著，台北：時報文化出版有

限公司。 

課程進度與大綱 

週次 日期（月/日） 主要課程內容 HD 學說融入課程安排 

1 
10/03；10/05 創造力教育概

論與暖身活動 

HD 概說：影響人生的人性軟體 

2 
10/10；10/12 創思的心理技

巧、策略與歷程

HD 的四個主要概念 

3 
10/17；10/19 創意的品質與

創意的價值 

電網的構想與創造力 

4 10/24；10/26 批判性思考 人類行為的八大通性(上) 

5 
10/31；11/02 創造思考心理

技巧-水平思考

人類行為的八大通性(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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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1/07；11/09 六頂思考帽 七個理想 HD 的基本信念(上) 

7 11/14；11/16 六雙行動鞋 七個理想 HD 的基本信念(下) 

8 11/21；11/23 創思任務一說明與討論 八個擴張 HD 的方法(上) 

9 
11/28；11/30 期中考試週(主題:HD 與創造

力) 

八個擴張 HD 的方法(中) 

10 12/05；12/07 腦力激盪法(BS 法) 八個擴張 HD 的方法(下) 

11 12/12；12/14 強迫聯想法、奔馳法 九個獲得深度智慧的原理(上) 

12 12/19；12/21 創思任務二說明與討論 九個獲得深度智慧的原理(中) 

13 12/26；12/28 創思任務二：童話故事創作 九個獲得深度智慧的原理(下) 

14 01/02；01/04 美塔創造思考訓練與實務 HD 在類推聯想構想上的應用 

15 01/09；01/11 創思任務三說明與討論 HD 在行為與決策上的應用 

16 01/16；01/18 創意行業與未來職業 HD 在創新與能力分析上的應用 

17 01/23；01/25 創意期末自我評量 HD 的贏贏策略與創意的關係 

18 01/30 期末考試週 HD 學說的學習心得分享 

作業規定：創思心得作業四份(含 HD 學習心得分享)；期末創意自評心得作業一份。 

評量方式： 

1.創造力教育資訊與 HD 心得報報 25%  2.上課出席和分組表現 25%  3.創思任務心得與 HD 心得

25%  4.期末自評 25% 

其他：上課須親自簽到，無法上課請記得告知老師並請假，並請準備一本專用筆記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