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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變異－選擇－保存」的演化觀點為基礎，將發明歷程視為一種創

造性的問題解決歷程，並結合文獻推測六項有利於發明的變項：內在動機、問題發

現、多元主義、內化判準、辯證思考及環境機會，然後發展六個量表以比較臺灣地

區發明家與高職教師之間的差異。發明家樣本為1994-1998年在國內與國際各項發

明展的得獎者共143位，對照組樣本主要為高職工科教師共149位。研究結果發現：

發明家組雖然在學校教育的受教年限方面顯著低於對照組，但在「內在動機」、「問

題發現」、「內化判準」、「辯證思考」與「環境機會」五個量表上的得分都顯著高於

對照組。整體結果，大致上與演化觀點的預測相符合，並透露了培育發明家的一些

重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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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urrent study, technological invention is regarded as creative problem-

solving process as well as evolutionary process. Based on this variation-selection-and-

retention model of evolution, it was predicted that the following six variables are critical 

for technological invention: internal motivation, problem finding, pluralism, internalized 

criteria, dialectic thinking, and environmental opportunities. By these six variables, a 

sample of technological inventors was contrasted with a sample of teachers from 

vocational high schools. A total of 143 inventors who won famous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awards of invention composed the first group, while a total of 149 

vocational high school teachers with engineering background composed the second 

group. The first group was found to gain significantly higher scores on the scales of 

internal motivation, problem finding, internalized criteria, dialectic thinking, and 

environmental opportunities than the second group did. In conclusion, most prediction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evolution about technological invention were confirmed. A few 

implications for educational practice and future studies were derived accordingly. 

Keywords: technological invention, creativity, evolution theory, intrinsic 

motivation, thinking ori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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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 發 明 家 」 通 常 指 「 技 術 」

（technology）領域方面的設計者或創

造者，而「技術」的定義， Ihde

（1993）指出三個要點：第一，必須包

含某種具體成分或物質元素；第二，必

須進入某種實用情境或具有某種用處；

第三，與使用者、設計者、發明者或更

新者之間具有密切關係，並與人類歷史

共同演化。 

臺灣地區的發明家在國際性的發

明展當中經常有傑出的表現，其產品對

當地的生活也有實質的貢獻，但是學術

界對於這些發明家的研究仍然不多。陳

昭儀（1991）曾經針對臺灣地區12位傑

出發明家以質性方法做過研究，發現他

們最主要的五項人格特質包括：創造力

／想像力、情緒穩定、自信、力行實踐

和樂觀進取，他們的發明流程包括：出

現靈感與動機、產生構想、設計工作、

實驗研究、完成作品、法律防衛等。吳

明雄（2000）曾以量表調查25位發明

人和11位非發明人，在量的比較方面並

未發現任何顯著差異，在質的資料方

面則透露了一些發明的動機與創意來

源。 

本研究延續這些關於發明家的心

理學研究旨趣，增加樣本的代表性及統

計考驗力，並植基於演化論的基礎，將

發明歷程視為一種創造性的問題解決歷

程，並同時視之為一種「變異－選擇－

保存」的演化歷程，然後結合文獻推測

下列六項有利於發明的變項：內在動

機、問題發現、多元主義、內化判準、

辯證思考及環境機會，以此六個角度來

比較臺灣地區發明家與對照組之間的差

異。其中，問題發現、多元主義、內化

判準及辯證思考四個變項，在本研究被

當作思考取向，類似Sternberg（1997）

所謂的思考風格，是一種使用認知能力

的意願及個人喜愛的訊息處理方式，唯

本研究將思考取向視為向度（dimen-

sion），而非視為類別變項。本研究所

提出的具體問題就是：發明家在內在動

機、問題發現、多元主義、內化判準、

辯證思考及環境機會等六大變項方面，

是否會高於對照組？ 

貳、文獻探討 

一、演化與創造 

本研究是以演化論作為理解創造

和發明歷程之起點思考。演化是目前所

知在這個宇宙當中，最有創造力的一個

歷程，因為，演化已經創造了各式各樣

的星球，創造了多采繽紛的生命，創造

了智慧高超的心靈，也創造了結構複雜

的社會。 

從抽象的概念層次來看，演化的

歷程基本上就是「變異－選擇－保存」

（variation-selection-retention）三種機

制之間的循環，如圖1所示，此一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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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適用於生物、心理、社會、文化、

知識等各種層次（ Campbell, 1960, 

1974; Chan, 2001; Cziko, 1998）；簡潔

而言，演化可以定義為：一個開放系統

透過對「變異」進行「選擇」和「保

存」的自我組織的歷程。 

契克森米哈賴等人（Csikszent-

mihalyi, 1999, Csikszentmihalyi & Wolfe, 

2000）結合系統觀點與演化觀點，將創

造歷程置於社會、文化脈絡之下來看

待，提出圖2的模式。此一模式主要表

示：創造存在於個人、學門與領域三個

子系統之間的交互作用。個人系統是家

庭系統的一部分，所以，家庭背景會影

響個人的創造力。學門指的是守門人

（gate-keepers），包括該領域的消費

者、蒐藏家、評論者、經費提供者等，

是社會系統的一部分。領域指的是符號

系統，包括語言、文字、數字、聲音、

圖形、行為等各種表徵符號所形成的結

構，是文化系統的一部分。 

個體受到學門社群的刺激，對某 

 

 

 

 

 

 

 
圖 1 基本演化模式 

 

 

 

 

 

 

 

 

 

 
圖 2 契克森米哈賴的「創造力之系統模式」 

資料來源：Csikszentmihalyi與Wolfe（2000, p.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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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領域感到興趣，透過學習獲得知識與

技巧，然後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再度追

求創新與突破，生產變異的觀念、理

論、行為、作品等各種具體或抽象產

品，提供學門社群選擇。學門社群根據

其領域中所存在的標準，對變異的產品

加以選擇，將通過者保存於領域當中，

成為文化遺產的一部分。領域符號系統

透過教育的歷程，傳遞給其他個體或下

一代，某些個體如果對該領域感到興

趣，就會開始學習，直到站在前人的肩

膀上，再度追求變異、創新和突破，如

此循環不已，這就是演化中的創造。 

Perkins（1988）在「發明之可能

性」一文中指出：「發明」不只是既有

元素的重組，它尚且意涵「無中生

有」，而「無中生有」之可能性則來自

於「衍生（generation）、選擇與保存」

的演化機制，其中，「衍生」指的就是

「生產變異」。針對工程領域的發展，

Vincenti（1990）也提出了一個「變異

－選擇」模式，以演化的觀點來解釋技

術發明的歷程，只是「選擇」一詞的概

念範圍涵蓋了「保存」。因此，無論是

創造或發明的歷程，似乎都可以用「變

異－選擇－保存」的演化觀點來模擬；

換句話說，圖2模式當中的「創造」兩

個字若換成「發明」兩個字，模式仍然

成立。 

圖2模式描述的是人際或社會層次

的創造歷程，本文提出圖3模式來描述

發明家在心理層次的發明歷程。圖3模

式將「發明」視為一個創造性的問題解

決歷程，在此一歷程當中，發明家以其

領域知識與信念系統作為認知資源，支

援其創造思考的運作；創造思考會挑戰

領域知識與信念系統，將既有的觀念加

以重組、轉化，或製造嶄新的變異觀

念，然後透過批判思考加以選擇。創造

思考所生產的觀念、創意、構想、解題

策略或假設性答案，經過批判思考的測

試、評價、判斷、比較、篩選之後，若

能解決問題，則被選入領域知識與信念

系統加以保存，作為發明產品的認知基

礎；不能解決問題時，批判思考可以對

創造思考提供某些方向，因而產生某些

幫助（同時產生某些限制），刺激創造

思考產生新的變異，再度嘗試解決問

題；一旦解決一個問題，發明家可能又

面臨另一個新的問題；換句話說，發明

的歷程通常是一系列問題的解決，而不

是單一問題的解決；伴隨著發明的行

動，新問題不斷地被發現，也不斷地被

克服，直到發明家暫時滿意他／她的作

品為止；越複雜的發明所需要解決的問

題越多，所歷經的演化歷程也越長。 

在圖3的模式當中，本研究提出六

個有利於此一發明歷程的變項，在理論

上的考量如下： 

(一 )內在動機（ intrinsic motiva-

tion）：內在動機是個體對於學習、工

作或問題本身感到興趣，個體從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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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或問題探究歷程當中得到滿足，所

以內在動機如果較強，毅力和持久性都

會較佳。發明作為一種演化歷程來看，

應該是一個持續、漸進、自我校正、長

久累積的過程，所以需要內在動機的長

期支持。換句話說，內在動機不只是有

利於發明家對於領域知識的學習，也有

利於其創造思考的動力及解題歷程的長

期堅持，因而最終有利於其問題解決及

創造發明。 

(二)問題發現（problem-finding）：

問題發現是個體自己偵測問題、界定問

題或形成問題，包括在問題情境當中自

己設定目標、結構或條件限制。所以，

問題發現是一種能力，也是一種思考取

向，這種能力或取向越強，應該越有利

於發現創造性的問題，也越有利於導引

創造性的解決途徑。 

(三)多元主義（pluralism）：多元主

義是一種從不同角度看待問題的價值觀

與取向，所以應該有利於解題者生產大

量假設，增加觀念的變異度，提出大量

不同的問題解決途徑，並因而提高問題

解決及發明的成功機率。 

(四 )內化判準（ internalized crite-

ria）：內化判準是個體透過領域知識的

學習，或透過專業社群的互動，所建構

出來的判斷性原則與標準；有這些判

準，個體才可能對不同的假設、問題解

決途徑或嘗試性產品，進行分析、比

較、評價和選擇，因此才有可能判斷解

題策略或產品的適切性，因而有利於問

題發現、問題解決及創造發明。 

(五)辯證思考（dialectic thinking）： 

 

 

 

 

 

 

 

 

 

 

 

 

 
圖 3 發明家之創造性問題解決歷程：演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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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證思考是一種強調變化、整體、動

態、正反合思考及複雜交互作用的思考

取向，此種取向有利於個體從多角度看

待萬事萬物，幫助個體超越既有的內化

判準、突破既有的問題限制，所以，應

該有利於批判思考、問題解決及創造發

明。 

(六)環境機會（environmental op-

portunities）：環境機會是存在於家庭、

學校和工作環境，讓個體可以發展自我

潛能、學習領域知識、內化批判標準的

機會；有這些機會，發明家才可能累積

認知資源，發現良好問題，開發解題途

徑，提昇批判思考，並因而提高問題解

決及發明的成功機率。 

以下將進一步針對此六大變項，

輔以文獻資料的佐證。 

二、內在動機 

從知識演化論（evolutionary epis-

temology）的觀點來看，任何完全嶄新

的創造，因為先前知識（含生物性智

慧）已完全用不上，所以必須訴諸盲目

變 異 （ blind variation ）（ Campbell, 

1960; Cziko, 1998），此時，創造結果的

成敗或解決問題的機率，與創造者的嘗

試次數有很深的關係。如果其他條件相

等，則內在動機較強的人，會在解決問

題的歷程當中投入較大量的時間、生產

較大量的觀念、進行較大量的嘗試，因

此應該會有較高的創造、發明機會。而

許多研究也的確發現，傑出創造性人物

之間，不論其領域多麼不同，卻都有一

個明顯的共同特徵：他們都熱愛自己的

工作，全心全意、全然的投入，甚至到

達廢寢忘食、危及家庭、近乎上癮的程

度（ Csikszentmihalyi, 1996; Gardner, 

1993; Gruber, 1981; Policastro & 

Gardner, 1999），這種現象顯示出他們

對於工作的高度內在動機。 

內在動機不同於外在動機，前者

意指個體對工作活動本身感到興趣，因

為喜歡該項工作而工作，後者意指為了

獎品、讚賞、金錢、名聲、害怕懲罰等

外在因素而工作，類比而言，外在因素

就如同一顆藥的「糖衣」。Amabile早期

強調內在動機對創造力的正面效果，以

及外在動機對創造力的殺傷力（如

Amabile, 1983），晚期則略加修正，仍

然強調內在動機的正面效果，但將外在

動機因素區分為兩類：一類是具有控制

性的因素，此類因素會干擾工作者的注

意力並損傷其內在動機；另一類是具有

訊息性的因素，此類因素提供訊息回饋

給工作者，不傷害其內在動機，並且當

內在動機很高的情況下可能對創造力有

幫助（Amabile, 1993, 1996; Collins & 

Amabile, 1999）。 

學界對於外在動機或外在獎賞的

效果仍有爭議（如Cameron, 2001; Deci, 

Koestner, & Ryan, 2001），但對於內在

動機的正面效果卻比較有共識，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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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nco、Nemiro與Walberg（1998）在

分析了143位研究者對創造力人格特質

的看法之後，認為最重要的因子是動

機，包括內在動機、持續的努力、毅力

及工作中的喜悅等。Sternberg與Lubart

（1995, 1999）在他們的創造力投資理

論當中，則將內在動機列為創造力所需

的六大資源之一。 Csikszentmihalyi

（1990）強調「福流」（flow）經驗對

創造力的重要，所謂「福流」，意指高

度投入某一種工作活動的心理狀態，它

混合著專注、愉悅、忘我和勤奮，所以

和「內在動機」的概念頗為相似。 

許娜娜、劉誠（2003）指出，雖

然西方對於創造力的研究十分重視動

機，尤其重視內在動機與創造力的關

係，但是這方面的研究在香港一直很缺

乏。臺灣地區的研究，如林偉文

（2002）發現教師工作的內在動機有助

於教學反思及教學創新行為，至於內在

動機對發明家的發明工作是不是也有所

幫助呢？吳明雄（2000）的質性資料顯

示，發明家的動機來源包括：工作上的

啟示、朋友提供的構想或問題、生活中

遭遇不便或產品出現缺點等，這些動機

來源似乎都與工作、問題或產品本身有

關，甚少涉及外在動機。 

綜合上述文獻資料可知，從理論

上來看，內在動機對於創造歷程非常重

要，但是臺灣地區對於這方面的實證研

究資料並不多，尤其內在動機對於技術

領域的發明歷程是否同樣重要呢？這個

問題似乎仍待更具體的量化資料作為比

較清晰的佐證。 

三、問題發現 

「問題發現」並不是將一個已經

存在、躺在某個地方的現成問題尋找出

來 而 已 ， Getzels 與 Csikszentmihalyi

（1976）認為「問題發現」的範圍包

括：審視問題、提出問題、形成問題和

創造問題；Jay與Perkins（1997）綜合

了許多學者的看法，認為「問題發現」

的定義應包括四大部分：1.構想並審視

問題，2.界定並形成問題，3.評估問

題，4.重塑問題。國內學者洪榮昭、朱

永裕、鄭廉鐙（2002）以問題解決程序

的七大步驟分析第二屆全國少年科技創

作競賽，其中步驟一「確認並說明問

題」、步驟二「擬定問題」及步驟三

「問題敘述之分類」，基本上也指出了

問題發現的重要成分與內涵。 

傑出的創造者幾乎都敏於尋找問

題、創造問題或發現知識的鴻溝與矛

盾。愛因斯坦與英菲德（Einstein & 

Infeld, 1938）談到伽利略時說： 

伽利略形成如何決定光速的問題，

但無法解決它。問題的形成經常比

問題的解決更根本，問題的解決可

能只是涉及數學或實驗技能，但提

出新問題、新可能性或從新角度來

關照舊問題，則需要創造性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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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而且標示了科學的真正進步。

（p. 92） 

事實上，完形（gestalt）心理學家

長久以來就認為：良好的佈題是整個問

題解決歷程當中最具創造性的一個部

分。一個具有創意的問題一旦形成，往

往就會啟發創意的解答。Getzels與

Csikszentmihalyi（1976）曾經針對藝術

學院的學生進行實證研究，他們發現：

學生主動尋求問題或發現問題的能力可

以顯著預測其作品的品質，而且可以顯

著預測七年後的藝術成就，這種對未來

成就的預測力甚至超過流暢力、智力、

價值觀與學業成就等各種變項的預測

力。Sternberg與Davidson（1986）發現

資賦優異者具有超乎一般人的發現問題

能力。Runco（1991）也針對資賦優異

青少年進行研究，他請受試者回答兩類

問題：研究者呈現的問題及受試者自行

發現的問題。雖然兩類問題都是測量擴

散思考能力，但是Runco發現，受試者

對於自行發現的問題，給予較多的反

應，其分數可以顯著預測創造性表現的

五個效標，縱使在排除「研究者呈現的

問題」的預測力之後，前者的獨特預測

力仍然存在。另外兩個研究（Chand & 

Runco, 1992; Okuda, Runco, & Berger, 

1991）讓受試者提出真實世界的問題

（包括家庭、工作、學校生活等），結

果顯示：問題發現能力對於創造力活動

的預測力超過傳統所謂的擴散思考的預

測 力 。 Runco 、 Nemiro 與 Walberg

（1998）在分析了143位研究者對創造

力人格特質的看法之後，認為問題發現

是僅次於動機的第二重要特質。 

綜合上述文獻資料可知，問題發

現能力對於科學發現、藝術成就、擴散

思考及生活中的創造力活動，似乎都相

當重要，但是對於技術領域的發明歷程

是否同樣重要呢？這個問題目前似乎仍

缺少較直接的證據。 

四、多元主義 

在科學哲學的領域裏，Feyerabend

（1970）曾經大力提倡多元主義，他認

為科學理論越多越好，科學理論的增生

是加速科學革命的好方法，科學理論的

統一則禁錮了科學家的創造性。從心理

學的角度來看，多元主義和擴散思考具

有密切的關係，兩個概念具有某種程度

的重疊性。自從Guilford的提倡之後，

心理學家對擴散思考的研究相當大量，

甚至經常將擴散思考等同於創造思考；

不過，根據Brown（1989）的評估，擴

散思考對於個體在真實世界的創造表現

的預測力證據不足，不宜替代創造思考

的概念。Runco（1991）則指出，擴散

性思考測驗可能是測量兒童創造思考潛

能時使用得最廣的一套測驗，他的證據

顯示，擴散性思考測驗雖然不能等同於

創造思考測驗，卻能預估創造潛能，具

有中等效度。本研究因此推論，多元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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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應該有利於擴散性思考，並從而有利

於創造發明。 

此外，有些研究發現文化邊緣性

（marginality of culture）能促進文化多

元性，從而促進創造力。例如Campbell

（1960）根據知識演化論的觀點指出：

成長於多元文化的個體能提出較廣泛的

假 設 ， 因 而 提 高 創 新 的 機 率 。

Goertzel、Goertzel與Goertzel（1978）

發現在所謂的「二十世紀傑出人士」當

中，第一代與第二代移民占有比預期高

的比例，他們認為這是因為移民具有較

多樣性的文化背景組合。 Gardner

（1993）也發現，根據他的多元智慧理

論所辨認的二十世紀七大傑出創造性人

物當中，幾乎每個人都有某種的「邊緣

性」，例如愛因斯坦與佛洛伊德是屬於

文化邊緣人的猶太民族，甘地是印度人

到英國讀書，畢卡索是西班牙人到法國

發展，艾略特是美國人到英國生活，史

特拉文斯基是俄國人到美國創作等，都

造成某種程度的「邊緣性」，而這種

「邊緣性」卻也增加了自由度，提供了

文化的多樣性，並造成了某種疏離感

（對主流文化的疏離）。鑑於Simonton

（1984）發現「地理邊緣性」不利於創

造性成就，因此我們可以推測：「邊緣

性」不是關鍵，「多元性」才是關鍵；

如果「邊緣性」造成文化貧乏，則不利

於創造性成就；如果「邊緣性」帶來多

元文化的交流與接觸機會，則有利於創

造性成就。 

綜合上述文獻資料可知，有科學

哲學家提倡多元主義對科學革命的重

要，有心理學家重視擴散思考對創造力

的重要，還有其他心理學家發現文化多

樣性的必要，但這些資料只能為多元主

義與技術發明之間的關係，提供一些間

接推測的基礎，無法提供直接的佐證。 

五、內化判準 

從知識演化論的角度出發，

Campbell（1960）指出：創造性成就之

所以會有個別差異，原因之一是個體沒

有將選擇判準內化，或所內化的判準與

專家所使用的判準不一樣。 Csik-

szentmihalyi 等 人 （ Csikszentmihalyi, 

1999; Csikszentmihalyi & Wolfe, 2000）

也指出，個人生產的各種變異產品，必

須經過學門社群的判斷與選擇，才可能

變成所謂的「創造性產品」，並受社會

文化所保留。因此，一個人如果想要在

某一個領域有傑出創造，他遲早必須掌

握該學門社群所使用的判斷原則或價值

標準，否則，他將無法判斷自己作品的

品質，也無法判斷自己是否有進步。如

果他所掌握的判準「不正確」（異於學

門社群所使用的判準），那麼，除非他

能夠影響社群改變判準，或重新形塑一

個新的社群、創造一個新的學派與典

範，否則，他將不可能成為傑出創造性

人物。這個新的社群、學派或典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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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是沒有判準，只是使用另一套判

準。所以，擁有內化的判準，應該是創

造、發明的一個必要條件（但並非充分

條件）。 

判準的「內化」過程並非將客觀

原則或標準原封不動地移進內心，而是

個體在學習、工作的過程當中，透過與

教師、父母、同儕、專業社群、文化傳

統等的互動，覺察到某些判準，理解並

詮釋這些判準，逐步主動建構而成。 

根據內化的判準進行分析、比

較、選擇、評價與判斷，這就是所謂的

批判思考。批判思考與創造思考之間的

關係相當複雜，從演化論的角度來看，

這就相當於選擇壓力與生物多樣性之間

的關係，當選擇壓力非常單一而且具強

大支配性力量的時候，可能不利於生物

的多樣性（Sober, 1984）；當選擇壓力

比較具有彈性、多樣性與平衡性的時

候，則可能有助於生物的多樣性；依此

類推，只要內化的判準具有彈性、多元

性、與平衡性，批判思考應該有助於創

造思考。再根據互動論的觀點來看

（Bickhard, 1991; Campbell & Bickhard, 

1986），已經內化的判準並非永久不

變，因為個體透過反思的歷程，可以進

一步修正和發展判準，使判準形成一個

開放的、成長的層級結構，據此架構出

「理性」，以幫助個體預知錯誤、避開

潛在錯誤，並掌握成功機率最高的方向

進行解題嘗試。所以，批判思考與創造

思考的歷程並不矛盾，甚至具有相輔相

成的效果。Siegel（1988, p. 152）就明

白指出：「如果關於『批判思考』與

『創造思考』的概念適切的話，就會發

現兩者並非交互排除，而是相互涵

攝」。Paul（1993）也明白指出：「創造

思考並非一種偶然的、隨便的思考歷

程，它並非只追求毫無價值的新穎，而

是追求達成某些目標或判準的創造；反

過來說，判準並非阻礙創造，而是為有

品質的創造鋪路」。Paul認為，每一個

人都可以同時發展創造思考與批判思

考，每一個教師都應該幫助學生成為一

個具有評估能力的創造者與具有創造能

力的評估者，創造思考與批判思考聯手

作用的結果就是：心靈的適應力與智能

的卓越（Paul, 1993）。 

綜合上述有關演化論、知識演化

論、系統演化觀點、互動論及批判思考

的觀點來看，掌握內化判準似乎是創

造、發明的一個必要條件，不過，有關

這方面的實證研究資料很少，針對發明

家的直接研究資料則更少。 

六、辯證思考 

根據 Benack、 Basseches與 Swan

（1989）在「辯證思考與成人創造力」

一文中的分析，辯證思考具有四大類特

徵： 

(一)強調變化：認為宇宙間一切事

物皆在動態的變化歷程當中，舊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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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浮現新的性質，宇宙間並無永恆不變

的真實，當前所存在的一切，只是變化

歷程當中的一段。因此，思考應該具有

「正－反－合」的動態歷程，承認持續

的互動是運動之源，肯定知識的主動性

與實踐性，避免「本質不變論」，瞭解

所有的事件與情境只是歷程中短暫的一

刻。 

(二)強調整體：認為一切的真實都

是有組織的整體，無法被切割成完全獨

立無關的元素，部分的總和不等於整

體，整體超過部分的總和。因此，思考

歷程應該辨認每一個元素在整體脈絡當

中的位置，承認脈絡相對性，並儘量以

結構、功能、平衡等語詞去描述一個整

體系統。 

(三 )強調組成關係（ constitutive 

relations）：強調系統內部元素之間的結

構及其交互倚賴關係，主張在思考歷程

中肯定關係的存在與價值，描述雙向互

動關係，批判主觀主義與多元主義（特

別是批判其具有原子論色彩的個人主

義）。 

(四)強調後形式（metaformal）辯

證：將上述所謂「變化」、「整體」與

「關係」的基模整合，理解到：互動存

在於系統內，也存在於系統間，部分與

整體的互動，終究引發整體的改變，也

繼而轉化其內部關係及其元素性質，這

種轉化不是隨機變化，而是發展性的轉

化，因為，整體將變得更完整、更分

化、更複雜、更具有組織性。總結而

言，辯證就是透過組成關係與互動所產

生的發展性轉化。 

Benack、Basseches與Swan（1989）

認為，辯證思考之所以對創造力有幫

助，主要有下列三個原因：第一，辯證

思考可以促使個體注意到事物的變化、

新穎與關係；第二，辯證的知識觀可以

促使個體打破思考上的習慣定向，注意

到矛盾，並嘗試追求統合；第三，辯證

觀點具有後設認知的性質，可以幫助個

體提昇認知層次，反思既有的批判性標

準，並幫助個體有意識地統合內在三大

演化系統（知識系統、情感系統、目標

系統），有利於成為傑出創造性人物。 

從成人認知發展的觀點來看，後

皮亞傑學派認為，成人有可能發展到

「後形式運思的層次」（ postformal-

operational level），而辯證思考則是

「後形式運思」的主要核心（Kramer 

& Woodruff, 1986）。國內學者邱文彬、

林美珍（2001）針對644位青年後期與

成人受試者的研究也發現，辯證思考的

出現，不但晚於形式思考，而且晚於相

對性思考，是中老年期才比較可能出現

的思考特性。 

綜合上述文獻資料可知，辯證思

考有其哲學基礎，而且可能對於成人的

創造力特別有幫助，但實證資料很少；

再結合後皮亞傑學派的認知發展觀點來

看，辯證思考是一種「後形式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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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出現年紀頗晚，由於本研究所探究的

發明家也都是成人，年紀大多在30歲以

上，因此，這批發明家的成就是否有得

利於辯證思考，是一個頗值得驗證的問

題。 

七、環境機會 

在有關創造力的各種理論當中，

前述Csikszentmihalyi（1999）的系統觀

點，可能是最重視環境機會的一個理

論，他指出許多具體而重要的環境機

會，包括：1.起碼的生活條件，足以讓

個體有時間和精力去發展好奇與興趣；

2.起碼的文化條件，足以讓個體去學

習、體驗或接觸某些領域的工具；3.某

些文化傳統，特別強調某些知識或技術

領域；4.家庭環境機會，包括父母的教

育期望、非學術性的知識、非正式的互

動學習、經濟支持及尋找良好的教育機

會等；5.學校環境機會，包括提供個體

接觸良師、書籍、電腦、樂器、實驗

室、領域社群等。 

Runco（1991）對資賦優異國中生

及其父母實施擴散思考測驗，發現父母

的分數與子女的分數之間的典型相關係

數高達0.55，Runco認為：雖然基因可

能有所貢獻，但是，家庭互動歷程當中

的一些因素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例

如，觀察學習及對父母的認同感等。

Runco參照以往許多研究，發現IQ至多

只能解釋擴散思考20%的變異量，而且

用資賦優異孩子的父母的人格與動機分

數，可以顯著預測孩子的成就動機、生

涯選擇及成就表現，這些都很難用基因

的影響來做解釋，而必須考慮家庭互動

歷程。雖然擴散思考並不等同於創造思

考，資賦優異也並不等同於創造力優

異，但Runco的研究結果的確透露了一

些間接證據，顯示家庭環境和親子互

動，對於創造和發明歷程可能扮演了一

個相當重要的角色。 

Gardner（1993）在研究傑出創造

性人物時，經常分析其家庭、學校、工

作環境及城市所扮演的角色。舉例而

言，猶太家庭的背景與自由主義的中學

對愛因斯坦就有極深的影響；巴黎的城

市環境對於畢卡索，或維也納對於佛洛

依德，都提供了接觸多元文化經驗及傑

出領域社群的機會，這類機會讓潛在的

創造者能夠自由探索、發展潛能、掌握

領域社群的判準。 

Simonton（1984, 1988, 1999）的系

列研究，則擴及時代背景的影響，例

如：戰亂所造成的機會剝奪，對於創造

和 發 明 是 一 大 傷 害 。 但 是 Flatow

（1994, p. 6）卻否認學校教育對於發

明家的重要性，他在《樂在發明》一書

的前言裡說： 

「若人們想成為成功的發明家，不

需經過特殊的學校教育──發明在

學校裡根本無法傳授。」 

綜合上述文獻資料可知，雖然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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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不否認天賦對於創造力的重要性，但

也認為後天環境機會不可缺乏，不過仍

然有人否認學校教育對於發明家的重要

性。究竟後天環境機會對於發明家的重

要性如何呢？這個問題似乎仍然值得一

探。本研究初步的推測是：也許在各種

複雜的環境機會當中，學校教育對於發

明家（尤其是傳統技術的發明家）來講

不是那麼重要，因為，他們可能有其它

管道可以獲得類似的機會，只是比較辛

苦。但如果綜合家庭、學校、工作、生

活等各類環境機會而言，環境機會對於

發明家所扮演的角色，將仍然非常重

要。 

八、小結 

綜合上述有關演化論的基礎及相

關文獻資料的佐證，本研究提出下列六

個研究假設： 

(一)發明家之工作內在動機應高於

對照組。 

(二)發明家之問題發現取向應高於

對照組。 

(三)發明家之多元主義取向應高於

對照組。 

(四)發明家掌握內化判準的傾向應

高於對照組。 

(五)發明家採取辯證思考的傾向應

高於對照組。 

(六)發明家所掌握的環境機會應高

於對照組。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發明家的樣本為1994-1998

年在各項發明展的得獎者，包括：1.在

中華民國全國發明展得金頭腦獎及優良

獎者；2.在中華民國國家發明獎得金

牌、銀牌及銅牌者；3.在德國紐倫堡國

際發明展得金牌、銀牌及銅牌者；4.在

瑞士日內瓦國際發明展得金牌、銀牌及

銅牌者；5.在美國匹茲堡國際發明展得

金牌、銀牌及銅牌者。這是發明界最重

要的五個獎項，由於同一個發明人可能

在不同的獎項重複得獎，因此經詳細清

點名單之後，共計約376人。針對此376

人全部寄發問卷（催收一次），回收之

後再剔除無效問卷或填答不全者，最後

共得143份有效問卷，有效回收率約為

38%。由於發明家皆為事業繁忙之成

人，此回收率可以接受。 

若要瞭解發明家在內在動機、問

題發現、多元主義、內化判準、辯證思

考及環境機會等方面與常人有何不同，

似乎應該以「常人」作為對照樣本。然

而，「常人」的範圍過度龐大與模糊，

很難取樣，一個比較可行的方式是取專

業知識背景類似但卻沒有成為發明家的

人，作為對照樣本，這樣就可以瞭解：

除了專業知識背景之外，還需要哪些條

件，一個專家才比較可能成為一個發明

家？由於發明家的專業知識領域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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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類，教育程度大約介於高職和專科

學校之間，年紀皆屬成人，因此本研究

採取高職工科教師或具有理工背景的教

師作為對照組，這是一個比較可行的對

照方式。惟仍有兩點必須考量：第一，

高職工科或具有理工背景的教師也可能

擁有許多發明成就，也可能是發明家，

如此一來，就不能作為對照組；所以，

本研究必須根據問卷回收資料檢核對照

組的發明成就。第二，對照組所受過的

學校教育年限有可能略高於發明家，如

果真的如此，那麼兩組間的比較應該對

發明家較不利，也就是說本研究的結果

會低估兩組間的差異，這是比較保守的

結果。 

本研究透過人際關係，懇請臺北

市一所私立商工職業學校及臺中縣一所

國立高工幫忙，前者由本研究之助理尋

找該校內兩類教師施測：(一)理工學院

畢業的教師，(二)任教工科科目的教

師。後者由該校行政人員協助尋找上述

兩類教師施測。回收之後，經剔除無效

問卷或填答不全者，兩校合計取樣人數

為149人，與發明家組的人數接近；對

照組與發明家組兩組合計，樣本總人數

為292人。 

由於取樣上受到目的取樣、方便

取樣及問卷回收率等方面的限制，兩組

受試者在發明成就上的差異也許未如事

先的預期，因此，為了檢核兩個組別在

發明成就上的差異，問卷調查表當中的

基本資料部分，除了調查年齡、性別與

教育程度之外，又特別設計了一組題目

如表1，這一組題目是調查兩組受試者

在常見的七個領域上受到三種肯定的作

品件數，這三種肯定是：1.受自己肯

定，2.受同行、同業或市場肯定，3.受

專業評審或國際性獎項肯定。檢核的結 

表 1 檢核發明成就之測量題目 

4.您有沒有過受自己肯定或受別人肯定的創新、發明或創造性作品（產品）？若有，請在下列適當

類別的適當括弧中填寫。 

   此欄請填受自己肯定的件數（空白代表 0 件）。 

     此欄請填受同行、同業或市場肯定的件數（空白代表 0 件）。 

        此欄請填受專業評審或國際性獎項肯定的件數（空白代表 0 件）。 

（ ）（ ）（ ）1.語言類（作文、演講、文學等） 

（ ）（ ）（ ）2.數學邏輯類（解題、公式、原理等） 

（ ）（ ）（ ）3.自然科學類（理論、實驗等） 

（ ）（ ）（ ）4.技術類（玩具、生活用品、科技產品等） 

（ ）（ ）（ ）5.社會類（政治、社會、商業、宗教等方面之理論、運動、經營與制度設計等） 

（ ）（ ）（ ）6.藝術類（繪畫、雕刻、陶藝、戲劇、音樂等） 

（ ）（ ）（ ）7.動作技能類（舞蹈、體操、運動等） 

（ ）（ ）（ ）8.其它類（請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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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將呈現於研究結果第一部分。 

二、研究工具 

(一)量表的編撰 

1.題目來源：筆者根據前述理論與

文獻基礎，撰寫「內在動機」、「問題發

現」、「多元主義」、「內化判準」、「辯證

思考」及「環境機會」六個量表的題

目，其中有部分題目是來自或轉化自詹

志禹（ 1994）、趙永茂（ 1987）及

Jehng、 Johnson與Anderson（1993）。

為了避免題目過多而導致問卷回收率降

低，因此題目總數儘量減少，經反覆考

量後，確立為66題。 

2.計分方式：以五點量表的方式計

分，1＝非常不同意，2＝有點不同意，

3＝中性，4＝有點同意，5＝非常同

意。 

3.題目編排：為避免受試者猜中測

量目的或產生固定的反應傾向（ res-

ponse set），以致於高估信度或降低效

度，題目編排方面，特別將六個量表的

題目隨機交互穿插，並將正向題與反向

題隨機交互穿插出現。 

(二)量表的信度 

以正式施測的292人（混合了發明

家與對照組）為樣本，分別對各量表進

行內部一致性信度分析，刪掉降低α係

數的題目，總計在「問題發現」量表中

刪一題，在「環境機會」量表中刪二

題，最後定版的題目內容與信度分析資

料，置於附錄一。大致而言，「內在動

機」量表的信度（α  = .86）屬於中

上，「問題發現」量表的信度（α 

= .72）屬於中等，「多元主義」量表的

信度（α = .74）也屬於中等，「內化

判準」量表的信度（α = .83）屬於中

上，「辯證思考」量表的信度（α 

= .68）稍差，「環境機會」量表的信度

（α = .73）屬於中等。 

(三)量表的效度 

初步檢查這六個量表的效度問

題，是利用它們之間的相關係數，檢查

是否出現不合理的數據，因為： 

1.發明的「內在動機」越強，越會

主動尋找問題，因而「發現問題」的可

能性也越高；反過來說，一旦自己發現

了問題（而不是別人分派的問題），由

於自己設定問題目標，那麼解決問題的

內在動機也會較強。所以，「內在動

機」與「問題發現」之間應有顯著正相

關。 

2.發明的「內在動機」越強，追求

自我調節與自我控制的傾向也會越強，

因而必須掌握內化的判準，才可能自我

調節與自我控制；一旦掌握了「內化判

準」，個體才可能對作品進行評價，判

斷作品的缺點、成就與進步，因而產生

挑戰並提昇內在動機。所以，「內在動

機」與「內化判準」之間應有顯著正相

關。 

3.發明的「內在動機」比較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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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比較會主動尋求「環境機會」；而

自由多元的環境機會，也比較有利於個

體發展內在動機。所以，「內在動機」

與「環境機會」之間應有顯著正相關。 

4.問題的發現決定於問題目標與問

題條件的設定，問題目標與內在動機有

關，而問題條件則往往來自於內化的判

準；反之，個體有了「內化判準」，界

定問題與形成問題的「問題發現」能力

也會較強。所以，「內化判準」與「問

題發現」之間應有顯著正相關。 

5.個體能主動發現問題時，也比較

願意主動尋找環境機會（特別是接觸領

域判準的文化環境），來幫助自己解決

問題；反過來說，自由多元的環境機會

比較可能容許個體去主動發現問題，而

且若有接觸領域判準的環境機會，也比

較有利於個體去形成判準來界定問題。

所以，「環境機會」與「問題發現」之

間應有顯著正相關。 

6.個體擁有「多元主義」取向時，

由於觀點或思考的角度比較多元，因此

比較願意也比較擅於「辯證思考」；反

之，「辯證思考」的取向也會引發個體

追求多元的觀點與角度。所以，「辯證

思考」與「多元主義」之間應有顯著正

相關。 

7.個體擁有自由多元、接觸領域知

識與判準的「環境機會」時，應該比較

有利於建構「內化判準」。所以，「環境

機會」與「內化判準」之間應有顯著正

相關。 

8.個體擁有自由多元、接觸領域知

識與判準的「環境機會」時，應該比較

有利於發展「多元主義」，所以，「環境

機會」與「多元主義」之間應有顯著正

相關。 

將上述預測與表2的數據結果對照

之後發現，第1條至第7條的預測成立，

唯第8條沒有成立；就效度而言，尚稱

可行，但有警訊。 

測量工具的效度驗證，通常是一

個長期累積證據的研究過程，本研究的

結果分析，在某種角度上也可以被視為 

表 2 六個量表之間的皮爾遜相關係數 

 內在動機 問題發現 多元主義 內化判準 辯證思考 環境機會 

內在動機 1.00      

問題發現 .65** 1.00     

多元主義 .29** .26** 1.00    

內化判準 .67** .67** .14* 1.00   

辯證思考 .36** .31** .46** .30** 1.00  

環境機會 .43** .46** -.01 .57** .14* 1.00 

* p < .05（雙尾）；** p < .01（雙尾）；N =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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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效度驗證研究。假如本研究所發展

的這幾個量表可以有效區辨發明家組與

對照組，那麼，量表便有了進一步的效

度；假如某量表無法區辨這兩組，那

麼，它的效度便可能有問題。 

三、資料分析 

為了比較發明家組與對照組在發

明作品件數方面的差異，以及在上述六

大依變數方面的差異，本研究採用t考

驗進行分析；此外，為了同時考驗這六

大依變數，降低其第一類型錯誤率，並

比較其相對重要性，所以再將這六大依

變數轉為自變數，對發明家組與對照組

進行區別分析（discriminant analysis）。

所有的顯著水準一律定為.01，套裝軟

體程式採用SPSS 10.0版。 

肆、研究結果 

一、背景變項方面 

在性別方面，由於臺灣地區發明

家大部分皆為男性，因此抽樣調查的結

果，發明家組只有五位是女性，所以尋

找對照組樣本時，也刻意多尋找男性，

最後發現對照組只有兩位女性。由於兩

組在性別人數方面並無顯著差異，女性

人數占總樣本人數又只有2%左右，所

以，以下的分析將忽略性別因素，但所

得結果可能比較適合男性。 

在教育背景方面，對照組的學校

教育受教年限（M = 14.95，SD = 2.00）

顯著高於發明家組的受教育年限（M = 

12.73，SD = 4.01），以「變異數不同

質」的方式進行 t考驗的結果為： t = 

5.89，df = 203.85，p < .001。換句話

說，發明家組所受的正式學校教育年數

少於對照組。此一結果比較不利於發明

家，所以本研究在以下的分析比較當

中，可能低估而不是高估發明家與對照

組的差異。 

二、發明成就方面 

如果暫且不論創造性作品（產

品）的種類，那麼，從表3的結果來

看，無論是受自己肯定的件數，受同

行、同業、市場肯定的件數，或受專業

評審、國際獎項肯定的件數，發明家組

都顯著多於對照組，件數的差異量高達

數倍或甚至數十倍。其中，受專業評審

或國際獎項肯定的件數，由於都有公開

紀錄，數字應該比較客觀，所以，特別

將其結果進一步依作品分類詳細檢核，

結果如表4所示：兩組樣本在語言、數

學邏輯、自然科學、社會、藝術、動作

技能等六方面的作品件數，並無顯著差

異；只有在技術類及其它類的作品件

數，兩組產生顯著差異，其中發明家組

在技術類的平均作品件數（每人2.99

件），遠高於對照組的平均作品件數

（每人0.02件）的149倍以上，在其它

類則大約相差11倍，所以，從檢核結果

來看，兩組樣本的差異大致符合原先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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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所設定的前提：發明家的成就必須超

過對照組，而且最主要的發明成就必須

是技術類。 

附帶一提的是，從表3與表4的標

準差來看，在創造性作品的件數方面，

對照組都比發明家組來得同質，可能是

因對照組的作品件數都相當少或接近

零。 

三、依變項方面 

兩組樣本在內在動機、問題發

現、多元主義、內化判準、辯證思考與

環境機會等六個依變項方面的平均數與

標準差，呈現於表5；針對這些數據，

以多變量變異數分析（MANOVA）考

驗的結果，呈現於表6。綜合表5與表6

的結果，我們可以發現：發明家組在內

在動機、問題發現、內化判準、辯證思

考與環境機會等五個方面的平均數都顯

著高於對照組，與預測相符。但在多元

主義方面的平均數，兩組之間沒有顯著

差異，與預測不符。 

如果將六個依變項改為自變項，

聯合對兩組樣本進行區別分析（dis-

criminant analysis），則發現分類結果的

正確率是76.4%；此外，其結構矩陣的

結果顯示，六個變項的區辨力排序如下

（括弧中為結構係數）：問題發現

（ .89）、內化判準（ .79）、內在動機

（ .74）、環境機會（ .52）、辯證思考

（.32）、多元主義（.06）；換句話說，

這六個變項對於目前這兩個樣本具有不

錯的區辨力，其中，問題發現、內化判

準、內在動機等三個變項的區辨力尤

佳，但多元主義的區辨力則明顯不足。

其餘數據所提供的訊息與多變量變異數

分析所提供的訊息大致意義相同，不再

贅述。 

伍、結論、討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演化論為背景思考，將

發明歷程視為「變異－選擇－保存」的

問題解決歷程，從而辨認出六個有利於

創造發明的變項：內在動機、問題發

現、多元主義、內化判準、辯證思考及

環境機會。文獻上關於此六大變項對發

明家的重要性，可以提供若干間接的佐

證，但很少提供直接的證據。本研究的

調查結果顯示：發明家在內在動機、問

題發現、內化判準、辯證思考及環境機

會等五個變項上的得分都顯著高於對照

組，唯在多元主義方面的得分並未產生

顯著差異。大致上，演化論的觀點仍然

提供了相當良好的基礎，可據以辨認許

多有利於創造、發明的重要變數。以下

將分項敘述本研究的結論、討論與建

議。 

一、結論 

(一 )對於技術發明的領域而言，

「內在動機」仍然非常重要：發明家組

的內在動機顯著高於對照組，此一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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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兩組樣本在各類創造性作品／產品上受不同人肯定的件數 

肯定者 組別 人數 
平均數 

（作品件數） 
標準差 t df P（雙尾） 

自己 
對照組 
發明家 

149 
143 

2.46 
10.77 

6.63 
23.81 

4.03 163.09 .00 

同行、同業或市場 
對照組 
發明家 

149 
143 

0.11 
4.26 

0.50 
7.38 

6.71 143.22 .00 

專業評審或國際獎項 
對照組 
發明家 

149 
143 

1.02 
10.13 

3.26 
27.96 

3.87 145.71 .00 

總和 
對照組 
發明家 

149 
143 

3.59 
25.15 

9.39 
46.47 

5.44 153.13 .00 

註：根據 Levene 檢定，發現兩組的變異數之間大部分不同質，所以就一律採用較嚴格的「變異數不同質」的方

式進行 t考驗，自由度經過校正，會有小數點。 

表 4 兩組樣本在各類創造性作品／產品受專業評審或國際性獎項肯定的件數 

肯定者 組別 人數 
平均數 

（作品件數） 
標準差 t df P（雙尾） 

語言類 
對照組 
發明家 

149 
143 

.01 

.11 
.08 
.51 

2.50 149.17 .02 

數學邏輯類 
對照組 
發明家 

149 
143 

.01 

.10 
.08 
.49 

2.39 149.77 .02 

自然科學類 
對照組 
發明家 

149 
143 

.01 

.48 
.08 

2.41 
2.33 142.32 .02 

技術類 
對照組 
發明家 

149 
143 

.02 
2.99 

.14 
6.22 

5.71 142.14 .00 

社會類 
對照組 
發明家 

149 
143 

.02 

.18 
.25 
.81 

2.29 166.92 .02 

藝術類 
對照組 
發明家 

149 
143 

.01 

.03 
.16 
.20 

0.67 272.39 .50 

動作技能類 
對照組 
發明家 

149 
143 

.01 

.03 
.08 
.20 

1.16 185.25 .25 

其它 
對照組 
發明家 

149 
143 

.03 

.34 
.26 
.99 

3.63 160.71 .00 

註：（同表 3註）。 

表 5 兩組樣本在六個依變項方面的平均得分與標準差 

人數 平均數（分數） 標準差 
依變項 

對照組 發明家 對照組 發明家 對照組 發明家 

內在動機 149 143 38.13 43.62 6.52 5.06 
問題發現 149 143 10.75 13.00 2.22 1.74 
多元主義 149 143 72.05 72.76 8.50 8.92 
內化判準 149 143 48.01 55.27 7.14 7.33 
辯證思考 149 143 21.85 23.30 3.60 3.57 
環境機會 149 143 16.58 19.06 3.78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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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以多變量變異數分析考驗兩組樣本在六個依變項方面的平均數差異 

變異來源 依變項 型 III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和 F P 

組別 
（對照組 

vs.發明家） 

內在動機 
問題發現 
多元主義 
內化判準 
辯證思考 
環境機會 

2197.59 
371.06 

35.91 
3845.00 

154.49 
450.88 

1 
1 
1 
1 
1 
1 

2197.59 
371.06 

35.91 
3845.00 

154.49 
450.88 

64.20 
92.74 

0.47 
73.52 
12.01 
31.79 

.00 

.00 

.49 

.00 

.00 

.00 

誤差 

內在動機 
問題發現 
多元主義 
內化判準 
辯證思考 
環境機會 

9926.42 
1160.31 

21986.00 
15166.90 

3729.52 
4112.80 

290 
290 
290 
290 
290 
290 

34.23 
4.00 

75.81 
52.30 
12.86 
14.18 

  

總和 

內在動機 
問題發現 
多元主義 
內化判準 
辯證思考 
環境機會 

12124.01 
1531.37 

22021.92 
19011.89 
3884.01 
4563.67 

291 
291 
291 
291 
291 
291 

   

註：針對組別效果的多變量檢定，Wilks’ λ = .71，其相對應 F（6, 285） = 19.28，p < .00。型 III平方和（type-III 

sum of squares）是 SPSS的內設方式，組別人數不等時適合此種估計方式。 

 

顯示發明家在解決問題及建構作品的歷

程當中，比較專注、投入、忘我、勤

奮、堅持、辛苦、愉悅和具有滿足感，

這表示，Amabile（1983, 1993, 1996）

所 說 的 內 在 動 機 理 論 ， 以 及

Csikszentmihalyi（1990）所謂的「福

流」理論，對於技術發明的領域仍然適

用。 

(二)「問題發現」的重要性超越預

期 ： 從 Getzels 與 Csikszentmihalyi

（1976）針對藝術學院學生的實證研究

之後，研究者已逐漸感受到「問題發

現」能力對創造、發明的重要性，

Runco、Nemiro與Walberg（1998）主

張「問題發現」是僅次於「動機」的第

二重要特質。本研究測量「問題發現」

的題目雖只有三題，卻發現此一變項是

區辨發明家組與對照組的最重要變項，

其重要性甚至略微超過「內在動機」，

比Runco、Nemiro與Walberg（1998）

所預估的重要性更強。 

(三)「內化判準」的重要性令人側

目：過去關於「內化判準」在創造、發

明歷程當中所扮演的角色，只能從演化

論、互動論及有關批判思考的理論基礎

去推測，相當缺乏實證資料的基礎。本

研究的結果發現：在區辨發明家組與對

照組的六個變項當中，「內化判準」的

區辨力僅次於「問題發現」，發明家組

顯著比對照組更擅於掌握判準、評估問

題、判斷作品。 

(四)「辯證思考」的重要性開始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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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過去有關於「辯證思考」在創造、

發明歷程當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是只能

從辯證哲學、演化論等理論基礎去推

測，相當缺乏實證資料的基礎。本研究

的結果發現：發明家組顯著比對照組更

偏好辯證、辯論、相互挑戰和尋找批

評，此一結果為「辯證思考」的重要性

提供了一些啟示。 

(五)發明家組縱使在正式學校教育

的受教年限方面低於對照組，但其「環

境機會」仍然優於對照組：此一結果表

示，如果「環境機會」的範圍不限於學

校教育，而同時涵蓋了家庭與工作環境

當中的學習機會，那麼，環境機會對於

創造、發明來講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條

件。 

綜合言之，發明家組的內在動

機、三種思考取向（問題發現、內化判

準、辯證思考）及環境機會方面皆顯著

高於或強於對照組，演化論的觀點對於

瞭解創造、發明的歷程及其脈絡條件，

大體上相當有幫助。 

二、討論 

(一) 臺灣發明家的初步圖像 

將本研究的主要發現，結合陳昭

儀（1991）和吳明雄（2000）的研究結

果，我們或許可以初步拼湊出臺灣發明

家的輪廓大致如下：他們的學校教育程

度介於高中職畢業到專科學校之間，其

專業知識的成長大量仰賴自主學習和工

作經驗；他們透過工作上的啟示、朋友

間的互動或生活中的遭遇，來發現問

題，作為創造發明的靈感來源；他們也

利用內化的判準，來發現既有產品的缺

點，並進一步產生新的構想；他們在解

決問題的歷程當中，透過認知層次的想

像、創造、批判、選擇與辯證思考，結

合行動上的規劃設計與實驗研究，不斷

解決系列性的子問題，也利用內化的判

準來判斷作品的進步程度，直到作品完

成。作品完成後，則必須進行專利防衛

與商品化。在冗長的問題解決歷程當

中，他們的動機主要是來自對問題的挑

戰與解決問題的滿足感，此一內在動機

使他們在工作當中相當專注、投入、忘

我、持久不懈。他們情緒穩定、自信充

足、實踐力行、樂觀進取，似乎比一般

人所猜測的圖像來得健康。 

(二) 結論的跨領域性vs.領域特定

性（domain-specific） 

本研究的結論主要是針對技術發

明，但是，這些結論是否可以跨領域成

立？換句話說，除了技術發明的領域之

外，在語文、數學、自然科學、社會科

學、音樂、美術、運動等其它領域，演

化論的觀點是否仍然適用？內在動機、

問題發現、內化判準、辯證思考、環境

機會等變數，對於這些領域的創造、發

明，是否依然重要？這是一個有待繼續

探究的問題，不過，累積到目前為止的

資料顯示，這些結論縱使無法類化到所



臺灣發明家的內在動機、思考取向及環境機會⎯⎯演化論的觀點 797 

 

有的領域，也依然可以適用在許多領

域。理論上Campbell（1960）認為：

「盲目變異與選擇性保存」的演化模

式，基本上適用到所有發生嶄新知識創

造的情境。實證研究上例如，Amabile

（1983, 1993, 1996）發現內在動機對

創造力的重要性，她所研究的創造力包

括美術、寫作、以及組織經營等；

Csikszentmihalyi（1990）所強調的「福

流」經驗，也用來解釋許多領域（包括

科學、技術、商業、政治等）的傑出創

造性人物；國內的研究如楊智先

（2000）與林偉文（2002）的發現，則

適用教育領域；本研究的發現也顯示：

對於技術發明的領域而言，內在動機仍

然重要；顯然在很多領域，內在動機對

於創造、發明都相當重要。 

有關「問題發現」對於創造、發

明的重要性，Einstein與Infeld（1938）

強 調 的 是 科 學 領 域 ， Getzels 與

Csikszentmihalyi（1976）的研究發現是

在藝術領域，Runco（1991）的研究未

設定領域，他使用的是一般性擴散思考

測驗，包括語言問題、物體功能問題

等。Chand與Runco（1992）的研究及

Okuda、Runco與Berger（1991）的研

究，都使用真實生活問題；本研究則從

技術發明領域又提供了一些證據，所

以，到目前為止的證據也似乎顯示：在

很多領域，「問題發現」對於創造、發

明都非常重要。 

關於「內化判準」和「辯證思

考」對創造、發明的重要性，雖然本研

究提供了一些證據，但文獻上相關的實

證研究比較少，所以其跨領域的程度，

仍不清楚。至於「環境機會」對於各領

域的學習、工作、創造與發明的必要

性，則幾乎很少人會否認，除非是很極

端的天生論者（innatism）。 

綜合而言，本研究猜測：演化論

關於創造、發明的觀點及內在動機、問

題發現、內化判準、辯證思考、環境機

會等變數對於創造、發明的重要性，基

本上不受領域限制。本研究更具體的猜

想是：任何一個領域的創造、發明，只

要是自由選擇，而且需要長久的投入與

堅持，內在動機就變得重要；只要是可

以被看成一種問題解決的歷程，問題發

現就變得重要；只要是創造、發明的成

果必須被評價、選擇，內化判準就變得

重要；只要是問題的答案具有多元性而

且評價的標準具有多元性，辯證思考就

變得重要；只要是創造、發明的基礎有

賴於長期的學習、發展與成長，環境機

會就變得重要。這些觀點是強調歷程的

跨領域性，而非內容的跨領域性；舉例

來說：即使內在動機對每一個領域的創

造、發明都很重要，但是，學習者對語

言領域的內在動機並不能自然類化到對

數學領域的內在動機，對技術領域的內

在動機並不能自然類化到對社會領域的

內在動機，只能說每一個領域都應該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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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培養學習者對該領域的內在動機，換

句話說，動機的對象與內容是領域特定

的，動機的機制與歷程則是跨領域的。

其它幾個變數包括問題發現、內化判

準、辯證思考、環境機會等，也是同樣

的道理。 

(三)對照組的選擇 

什麼人適合作為發明家的對照

組？這是本研究相當為難的一個問題。

最後選擇以高職教師中理工學院畢業者

或任教工科者為對照組，雖不失為一個

解決方案，但仍有兩個潛在問題。第

一，對照組所屬學校只有兩所，一所在

臺北市，另一所在臺中縣，樣本代表性

也許不夠強。假如本研究所分析的六大

變數不容易受地域分布所影響，那麼這

個問題就很輕微；反之，問題就會比較

大 。 文 獻 探 討 當 中 只 有 Simonton

（1984）曾經發現「地理邊緣性」不利

於創造性成就，其中關鍵可能是「地理

邊緣性」不利於多元文化交流，所以，

六大變數當中似乎「多元主義」最可能

和地域分布有關。不過，本研究對照組

的兩所學校，一屬都市，另一屬

「鎮」，混和之後尚不至於太偏頗；此

外，教師任教學校所在地區並不一定是

教師從小到大的成長地區，成長地區通

常會較廣泛分布；最後，本研究並未對

「多元主義」做出結論；所以，地域問

題的影響應該不致於太大。 

第二，發明家不一定都是理工背

景畢業的。本研究當初為了節省問卷題

目數量（避免題目太多引起受試者厭

煩），並未調查其畢業科系背景，不

過，從表4的發明數量來看，發明家的

主要成就大多集中在「技術類」，所

以，發明家的知識專長領域大致上仍可

歸於理工類。不過，發明家在「其它

類」的發明作品數量也顯著高於對照

組，這個類別屬於未知，可能反映部分

發明家的知識專長領域也許不在理工

類，也可能反映工科專長的發明家興趣

寬廣多元，作品不完全限於技術類。假

如本研究所分析的六大變數不受專長領

域背景所影響，那麼這個問題就很輕

微；反之，問題就會比較大。不過，結

合上述有關「跨領域」的討論，本研究

傾向於認為問題應屬輕微，但列入提

醒。 

三、建議 

(一)在培養技術發明家方面 

從本研究的結果來看，教育界、

實業界或一般父母，如果希望培養出技

術發明家，或學習者本身希望成為發明

家，或可參考下列建議： 

1.培養工作或學習的內在動機 

相對於使用外在酬賞來操弄外在

動機而言，培養內在動機，是很安全的

一項做法，因為，從累積到目前為止的

證據來看，使用外在酬賞是很具爭議性

的一項做法：有時候會傷害內在動機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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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力，有時候不會，有時候或許有幫

助。相對而言，培養工作或學習的內在

動機，幾乎都產生正面效果，即使沒有

正面效果，也似乎不曾出現負面效果，

所以說，培養內在動機，是很值得投

資、很具安全性的一項做法。 

在具體做法方面，工作者或學習

者本身要努力從工作或學習歷程當中發

現意義感，也要設法分解問題成分或分

解工作順序，以便在逐一克服小問題或

完成階段性工作的歷程當中，獲取成就

感與滿足感。父母、教師、老闆等角

色，在消極面要注意避免控制性評價，

在積極面可以安排略具挑戰性但又不至

於引起挫折感的問題，也就是安排學習

者或工作者「近側發展區」（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內的任務，讓

他／她覺得有挑戰性又能建立成就感。 

2.培養問題發現的能力、意願與思

考取向 

一般來說，學校中的教育都比較

習於由教師佈題，學生解題，有些教師

幾乎把全部的時間都花在訓練學生解題

⎯⎯解教師或參考書給定的問題，學生

很少有練習問題發現的機會。從本研究

的結果來看，「問題發現」是最有利於

創造、發明的一個關鍵變項；廣義來

看，「問題發現」不只是一個能力問

題，也是一個意願和思考取向的問題，

所以學習者或工作者本身，最好能在價

值觀方面珍視問題發現的能力，喜歡發

現問題，並勇於發現問題。在教育情境

當中，教師可以設計教學活動，要求學

生佈題挑戰自己與同學，可以製造班級

氣氛，鼓勵學生發現問題，也可以設計

作業，提供機會讓學生練習創造問題。

此外，教師和父母都可以經常提醒孩子

「問題發現」的價值，肯定提出問題的

智慧與勇氣。至於老闆，則應該獎賞而

不是懲罰發現問題的員工，這樣的價值

觀與氛圍，就可能非常有利於創造與發

明。 

3.掌握領域內的批判性原則與標準 

從本研究的結果來看，「內化判

準」對於發明家的重要性僅次於「問題

發現」；從發明家的觀點來看，產品不

只是必須新奇，而且必須有用、有價

值、能進入市場、造福社會，因此，發

明家必須掌握消費者、審查者、專業社

群等守門人的判準，清楚自己產品的價

值與優缺點。從父母、教師或老闆的觀

點來看，協助學習者鑑賞作品，解說鑑

賞的標準，並在評論學習者或工作者的

成果時清楚說明理由與判準，這些做法

都將有助於他們掌握領域內的重要判

準。 

4.安排情境與機會練習辯證思考 

辯證思考包括尋求反例、挑戰、

批判、辯論、統整等思考取向，在家庭

裡面因為成員少且有倫理考量，通常不

太容易辯證，但比較民主、講理的家庭，

仍有可能。職場裡面因為權力位階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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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考量，通常也不太容易辯證，但在扁

平化管理的學習型組織裡面仍有可能。

在學校裡面可以練習的機會可能較多，

除了教師有意的安排之外，同學間自然

發生或尋求的辯論也是極佳的練習。學

習者或工作者本身也可透過有意識的尋

求反例、多元的觀點、反思的能力以及

自我批判，來提昇辯證思考能力。 

5.提供接觸多元知識、自由發展潛

能的環境機會 

家庭方面氣氛要稍微比較輕鬆、

自由，容許孩子發展自己的個性；學校

方面要提供豐富的機會，容許學習者接

觸多元的知識領域；工作環境也要有豐

富的機會，容許工作者接觸多元的工作

技能及掌握各種評價工作成果的判準。

當環境機會不良時，學習者或工作者可

能要另外尋求環境機會，因為，創造或

發明畢竟需要某種程度的探索、自由與

資源，過度控制或僵化的環境，是會扼

殺創造與發明。 

(二)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1.測量工具可再均衡各量表題數並

改善「多元主義」量表的效度：在維持

題目品質的前提之下，各量表的題數可

稍做均衡，例如「問題發現」量表雖然

區辨力很強，但只有三題，若再增加好

題目，則信度與效度可能會再提昇。此

外，從演化論的觀點來看，「多元主

義」有利於創作者增加「變異」，是一

個頗為關鍵的變項，可惜本研究所編擬

的「多元主義」量表似乎效度不足：一

來「多元主義」量表與「環境機會」量

表沒有顯著相關，不如預期；二來發明

家組與對照組在「多元主義」量表上的

分數沒有顯著差異，也不符預測。所

以，「多元主義」量表的效度仍待改

進。檢視「多元主義」量表的題目，發

現其測量範圍涉及知識論、科學觀、政

治觀、社會觀等各方面的多元主義，或

許過於龐雜，未來改進方向可能要增加

領域特定的題目內容。 

2.關於女性發明家之深入瞭解，有

待個案研究來補足：由於我國發明家當

中的女性比例相當偏低，因此本研究抽

樣調查研究的結果，不容易出現女性發

明家，研究結論是否會不適合女性發明

家，仍屬未知，未來如果要深入瞭解女

性發明家，可能必須以個案研究的方式

來補足。 

3.內在動機與外在動機的交互作用

關係有待進一步探究：雖然本研究肯定

內在動機的重要性，但是內在與外在動

機的交互作用關係，則仍有待進一步澄

清，因為，有些發明家顯然深深體會發

明的樂趣，但也有發明家為了賺錢或參

賽獲獎而從事發明，究竟內、外在動機

之間有沒有矛盾？發明家如何調和這兩

種動機？這是有待進一步探究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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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各量表單題與該量表總分之校正後相關及其內部一致性

信度 

表 1 「內在動機」量表（α= .86，N = 292） 

題目 相關 

30.解決問題之後，常給我帶來滿足感。 .55 

35.解決越困難的問題，帶給我的滿足感也就越大。 .66 

36.在我求學的時代，我常喜歡做一點自己覺得新奇的東西。 .51 

40.完成一件作品時，會給我帶來很大的成就感。 .63 

45.在建構作品或解決問題時，我雖然覺得很辛苦，卻也覺得很有意義。 .70 

50.在建構作品或解決問題時，我常因過度專注而忘記時間的流逝。 .65 

51.在建構作品或解決問題時，我常因過度專注而忘記別人的存在。 .48 

56.在建構作品或解決問題時，我常因過度投入而廢寢忘食。 .50 

61.別人常說我在工作時很有耐性，其實我只是不知不覺地沈浸在工作中。 .59 

66.別人常說我在工作時很有毅力，其實我只是因為喜歡工作而持久不懈。 .54 

表 2 「問題發現」量表（α= .72，N = 292） 

題目 相關 

28.我常自己發現值得探究的問題。 .54 

38.我常自己建構新的問題，即使不見得自己能加以解決。 .55 

43.我有時候透過重新界定問題而解決了某些難解的問題。 .54 

 



臺灣發明家的內在動機、思考取向及環境機會⎯⎯演化論的觀點 805 

 

表 3 「多元主義」量表（α= .74，N = 292） 

題目 相關 

1.我不喜歡處理沒有標準答案的問題。(-) .22 

3.當別人不同意我的意見時，我覺得很難過。(-) .19 

4.在與朋友談話時，如果我發現我的想法與朋友不一樣，我會覺得不好意思。(-) .31 

5.要有多種學術理論的相互競爭，觀念才會進步。 .19 

6大部分的問題無論是多麼地複雜，都只有一個最好的解答。(-) .31 

8.別人不同的意見，對我沒有太大的幫助。(-) .49 

9.我認為學生和老師有不同的主張是不好的。(-) .45 

10.我喜歡聽或讀不同立場的學者所發表的言論。 .41 

11.我認為應該以著名科學家的實驗結果當作科學問題的標準答案。(-) .24 

13.我對自己研究所得的結果，可以不必考慮別人不同的意見。(-) .23 

14.我喜歡瞭解不同族群文化的不同想法。 .39 

15.如果人人都有不同的意見，社會一定會分歧不安。(-) .36 

16.大部分數學問題都只有一種解決方式。(-) .34 

18.在討論的場合中，我常主動尋求另類意見。 .31 

19.我喜歡瞭解不同社會階層的人的不同思考方式。 .35 

20.各種不同觀念（包括政治意識型態）的競爭，對一個進步的社會是必須的。 .38 

21.大部分的科技問題，最終都能得到一個正確無誤的解答。(-) .22 

23.對同一個問題，科學家之間應該主動交換不同的研究結果。 .35 

25.大部分觀點，在某一種時空之下可能是對的，在另一種時空之下卻可能是錯的。 .24 

註：標有負號(-)之題目為負向題，必須反向計分。 

表 4 「內化判準」量表（α= .83，N = 292） 

題目 相關 

29.我拋棄過許多嘗試性的作品，因為我瞭解其缺點與限制。 .32 

34.對於我最滿意的作品，我也很清楚其得失之處。 .51 

39.對於可能評斷我的作品的人，我很清楚他們心中所用的判準。 .38 

42.我在解決問題時，通常都對目標很清楚。 .56 

44.對於可能選擇我的作品的人，我很清楚他們心中所用的原則。 .51 

47.我在解決問題時，通常都對問題的條件很清楚。 .53 

48.在解決問題時，我對於自己所提出的任何一個可能答案，都深深瞭解其優缺點。 .63 

49.如果我的作品真的要進入自由市場，我大致清楚消費者或蒐藏者的喜好。 .49 

54.從小到大，我的父母（或照顧者）有一些重要的價值觀和原則對我影響很深。 .33 

55.在我的求學時代，老師對我的作業或作品的評量，通常都會寫明或說明理由。 .21 

59.從小到大，當我的父母（或照顧者）責備我時，通常都會告訴我理由。 .38 

60.我的工作讓我有機會瞭解許多產品或作品的優缺點。 .58 

64.在我成長的歷程當中，我常製作出自己非常珍惜的作品或產品。 .56 

65.我的工作讓我有機會瞭解別人評判作品或產品所用的標準。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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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辯證思考」量表（α= .68，N = 292） 

題目 相關 

2.我常在腦中進行正反意見的思辯，然後思考出一種整合性的觀點或新的出路。 .32 

7.我討厭讀辯論性的文章。(-) .35 

12.科學家之間的學術爭論，是一種「文人相輕」的無聊行為，對學術進步沒有幫助。(-) .35 

17.真理不可能在辯論中出現，因為辯論是人們炫耀自己智慧的過程罷了。(-) .27 

22.辯論是澄清問題及尋求解答的最重要方式。 .26 

24.我喜歡分析比較不同觀點的學術理論。 .43 

52.我認為科學家對研究結果的批評，通常只具有破壞性效果，對科學進步沒有幫助。(-) .32 

53.在任何討論的場合中，我常主動尋求批評或相反意見。 .39 

57.對我來講，接受別人的批評是頗困難的一件事。(-) .28 

58.一旦瞭解一個理論之後，我會嘗試去尋找反例來試驗該理論。 .21 

62.當我的作品受到別人批評時，我覺得很沒有面子。(-) .26 

63.我想從別人的批評中獲得更多的知識。 .44 

註：標有負號(-)之題目為負向題，必須反向計分。 

表 6 「環境機會」量表（α= .73，N = 292） 

題目 相關 

26.我從小成長的家庭，氣氛輕鬆、自由，容許我發展自己的個性。 .52 

27.我所就讀過的中、小學，大致上都容許學生多元發展其潛能。 .36 

31.我成長的家庭容許我自由嘗試和探索自己的興趣。 .56 

32.我的工作讓我有機會接觸許多不同領域的知識。 .53 

37.我的工作讓我有機會學到許多不同領域的技能。 .51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None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Dot Gain 20%)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U.S. Web Coated \050SWOP\051 v2)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Warning
  /CompatibilityLevel 1.4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DFFile fals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LeaveColorUnchanged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fals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3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http://www.color.org)
  /PDFXTrapped /Unknown

  /Description <<
    /ENU (Use these settings to create PDF documents with higher image resolution for high quality pre-press printing. The PDF documents can be opened with Acrobat and Reader 5.0 and later. These settings require font embedding.)
    /JPN <FEFF3053306e8a2d5b9a306f30019ad889e350cf5ea6753b50cf3092542b308030d730ea30d730ec30b9537052377528306e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6f830924f5c62103059308b3068304d306b4f7f75283057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74f5c62103057305f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6f8306f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304a30883073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964d30678868793a3067304d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b306f30d530a930f330c8306e57cb30818fbc307f304c5fc59808306730593002>
    /FRA <FEFF004f007000740069006f006e007300200070006f0075007200200063007200e900650072002000640065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7400e900730020006400270075006e00650020007200e90073006f006c007500740069006f006e002000e9006c0065007600e9006500200070006f0075007200200075006e0065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7400e9002000640027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730069006f006e00200070007200e9007000720065007300730065002e0020005500740069006c006900730065007a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f007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c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7500200075006c007400e9007200690065007500720065002c00200070006f007500720020006c006500730020006f00750076007200690072002e0020004c00270069006e0063006f00720070006f0072006100740069006f006e002000640065007300200070006f006c0069006300650073002000650073007400200072006500710075006900730065002e>
    /DEU <FEFF00560065007200770065006e00640065006e0020005300690065002000640069006500730065002000450069006e007300740065006c006c0075006e00670065006e0020007a0075006d002000450072007300740065006c006c0065006e00200076006f006e0020005000440046002d004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e0020006d00690074002000650069006e006500720020006800f60068006500720065006e002000420069006c0064006100750066006c00f600730075006e0067002c00200075006d002000650069006e0065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74006100740069007600200068006f006300680077006500720074006900670065002000410075007300670061006200650020006600fc0072002000640069006500200044007200750063006b0076006f0072007300740075006600650020007a0075002000650072007a00690065006c0065006e002e002000440069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4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20006b00f6006e006e0065006e0020006d0069007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f0064006500720020006d00690074002000640065006d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75006e00640020006800f600680065007200200067006500f600660066006e00650074002000770065007200640065006e002e00200042006500690020006400690065007300650072002000450069006e007300740065006c006c0075006e00670020006900730074002000650069006e00650020005300630068007200690066007400650069006e00620065007400740075006e00670020006500720066006f0072006400650072006c006900630068002e>
    /PTB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a006500200065007300740061007300200063006f006e00660069006700750072006100e700f500650073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3007200690061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6f006d00200075006d00610020007200650073006f006c007500e700e3006f00200064006500200069006d006100670065006d0020007300750070006500720069006f0072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f006200740065007200200075006d0061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640061006400650020006400650020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7300e3006f0020006d0065006c0068006f0072002e0020004f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6f00640065006d0020007300650072002000610062006500720074006f007300200063006f006d0020006f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200070006f00730074006500720069006f0072002e00200045007300740061007300200063006f006e00660069006700750072006100e700f50065007300200072006500710075006500720065006d00200069006e0063006f00720070006f0072006100e700e3006f00200064006500200066006f006e00740065002e>
    /DAN <FEFF004200720075006700200064006900730073006500200069006e0064007300740069006c006c0069006e006700650072002000740069006c0020006100740020006f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0006d006500640020006800f8006a006500720065002000620069006c006c00650064006f0070006c00f80073006e0069006e0067002000740069006c0020007000720065002d00700072006500730073002d007500640073006b007200690076006e0069006e0067002000690020006800f8006a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2e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6e00650020006b0061006e002000e50062006e006500730020006d0065006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f0067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70020006e0079006500720065002e00200044006900730073006500200069006e0064007300740069006c006c0069006e0067006500720020006b007200e600760065007200200069006e0074006500670072006500720069006e006700200061006600200073006b007200690066007400740079007000650072002e>
    /NLD <FEFF004700650062007200750069006b002000640065007a006500200069006e007300740065006c006c0069006e00670065006e0020006f006d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e0020007400650020006d0061006b0065006e0020006d00650074002000650065006e00200068006f00670065002000610066006200650065006c00640069006e00670073007200650073006f006c007500740069006500200076006f006f0072002000610066006400720075006b006b0065006e0020006d0065007400200068006f006700650020006b00770061006c0069007400650069007400200069006e002000650065006e0020007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d006f006d0067006500760069006e0067002e0020004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e0020006b0075006e006e0065006e00200077006f007200640065006e002000670065006f00700065006e00640020006d0065007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6e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6e00200068006f006700650072002e002000420069006a002000640065007a006500200069006e007300740065006c006c0069006e00670020006d006f006500740065006e00200066006f006e007400730020007a0069006a006e00200069006e006700650073006c006f00740065006e002e>
    /ESP <FEFF0055007300650020006500730074006100730020006f007000630069006f006e00650073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3007200650061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6f006e0020006d00610079006f00720020007200650073006f006c00750063006900f3006e00200064006500200069006d006100670065006e00200071007500650020007000650072006d006900740061006e0020006f006200740065006e0065007200200063006f00700069006100730020006400650020007000720065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6900f3006e0020006400650020006d00610079006f0072002000630061006c0069006400610064002e0020004c006f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730065002000700075006500640065006e00200061006200720069007200200063006f006e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79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79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65007300200070006f00730074006500720069006f007200650073002e0020004500730074006100200063006f006e0066006900670075007200610063006900f3006e0020007200650071007500690065007200650020006c006100200069006e0063007200750073007400610063006900f3006e0020006400650020006600750065006e007400650073002e>
    /SUO <FEFF004e00e4006900640065006e002000610073006500740075007300740065006e0020006100760075006c006c006100200076006f0069006400610061006e0020006c0075006f006400610020005000440046002d0061007300690061006b00690072006a006f006a0061002c0020006a006f006900640065006e002000740075006c006f0073007400750073006c00610061007400750020006f006e0020006b006f0072006b006500610020006a00610020006b007500760061006e0020007400610072006b006b007500750073002000730075007500720069002e0020005000440046002d0061007300690061006b00690072006a0061007400200076006f0069006400610061006e002000610076006100740061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d0020006a0061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2d006f0068006a0065006c006d0061006c006c0061002000740061006900200075007500640065006d006d0061006c006c0061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c006c0061002e0020004e00e4006d00e4002000610073006500740075006b0073006500740020006500640065006c006c00790074007400e4007600e4007400200066006f006e0074007400690065006e002000750070006f00740075007300740061002e>
    /ITA <FEFF00550073006100720065002000710075006500730074006500200069006d0070006f007300740061007a0069006f006e006900200070006500720020006300720065006100720065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6f006e00200075006e00610020007200690073006f006c0075007a0069006f006e00650020006d0061006700670069006f00720065002000700065007200200075006e0061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7400e00020006400690020007000720065007300740061006d007000610020006d00690067006c0069006f00720065002e00200049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6f00730073006f006e006f0020006500730073006500720065002000610070006500720074006900200063006f006e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6900200073007500630063006500730073006900760065002e002000510075006500730074006500200069006d0070006f007300740061007a0069006f006e006900200072006900630068006900650064006f006e006f0020006c002700750073006f00200064006900200066006f006e007400200069006e0063006f00720070006f0072006100740069002e>
    /NOR <FEFF004200720075006b00200064006900730073006500200069006e006e007300740069006c006c0069006e00670065006e0065002000740069006c002000e50020006f0070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0006d006500640020006800f80079006500720065002000620069006c00640065006f00700070006c00f80073006e0069006e006700200066006f00720020006800f800790020007500740073006b00720069006600740073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20006600f800720020007400720079006b006b002e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0006b0061006e002000e50070006e006500730020006d0065006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f0067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7002000730065006e006500720065002e00200044006900730073006500200069006e006e007300740069006c006c0069006e00670065006e00650020006b0072006500760065007200200073006b00720069006600740069006e006e00620079006700670069006e0067002e>
    /SVE <FEFF0041006e007600e4006e00640020006400650020006800e4007200200069006e0073007400e4006c006c006e0069006e006700610072006e00610020006e00e40072002000640075002000760069006c006c00200073006b006100700061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20006d006500640020006800f6006700720065002000620069006c0064007500700070006c00f60073006e0069006e00670020006600f600720020007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7500740073006b0072006900660074006500720020006100760020006800f60067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2e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e0020006b0061006e002000f600700070006e006100730020006d0065006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f00630068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730065006e006100720065002e00200044006500730073006100200069006e0073007400e4006c006c006e0069006e0067006100720020006b007200e400760065007200200069006e006b006c00750064006500720069006e00670020006100760020007400650063006b0065006e0073006e006900740074002e>
    /KOR <FEFFace0d488c9c8c7580020d504b9acd504b808c2a40020d488c9c8c7440020c5bbae300020c704d5740020ace0d574c0c1b3c4c7580020c774bbf8c9c0b97c0020c0acc6a9d558c5ec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97c0020b9ccb4e4b824ba740020c7740020c124c815c7440020c0acc6a9d558c2edc2dcc624002e0020c7740020c124c815c7440020c0acc6a9d558c5ec0020b9ccb4e0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29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bc0f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c774c0c1c5d0c11c0020c5f40020c2180020c788c2b5b2c8b2e4002e0020c7740020c124c815c7440020c801c6a9d558b824ba740020ae00af340020d3ecd5680020ae30b2a5c7440020c0acc6a9d574c57c0020d569b2c8b2e4002e>
    /CHS <FEFF4f7f75288fd94e9b8bbe7f6e521b5efa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ff0c5c065305542b66f49ad8768456fe50cf52068fa87387ff0c4ee575284e8e9ad88d2891cf76845370524d6253537030028be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53ef4ee54f7f75280020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4e0e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548c66f49ad87248672c62535f0030028fd94e9b8bbe7f6e89816c425d4c51655b574f533002>
    /CHT <FEFF4f7f752890194e9b8a2d5b9a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5305542b8f039ad876845f7150cf89e367905ea6ff0c9069752865bc9ad854c18cea76845370524d521753703002005000440046002065874ef6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53ca66f465b07248672c4f86958b555f300290194e9b8a2d5b9a89816c425d4c51655b57578b3002>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2400 24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