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共分為三節，分別探討創意教學的面向、創意教學發展歷程以及創意教

學的影響機制。透過文獻整理，作為本研究理論之架構，對於創意學校的瞭解有

相當的裨益。 

 

第一節 創意教學的面向 

 

一、創意教學的定義與內涵 

 

    教育部為提升全民創造力而提出的「創造力教育白皮書」，在「理念傳播與

生態文化」、「學校與組織經營」、「課程與教學」方面的努力方向中，都特別

提倡、支持與培育「創意教學」的建議，由此可知，「創意教學」對於教育目標

的達成與新時代的需求具有重要的意義。 

    創意教學的倡導，最早可以追溯到孔子（論語述而第七）中所說的：「不憤

不啟，不悱不發；舉一隅，不以三隅反；則不復也。」近來，更有多位學者提出

自己的看法，賈馥茗（1976）認為「創意教學」是鼓勵教師採取因時制宜，變化教

學的方式來教導學生。毛連塭（1988）則認為「創意教學」即是教師透過課程內容

及有計畫的教學活動，以激發並促進學生創造行為的教學模式。陳龍安（2000）認

為「創意教學」即是「教師透過多樣的課程內容，在支持性的環境下，運用啟發

創造思考的策略，來培養學生創造思考能力的教學，並激發學生創造思考能力的

教學模式」。同時，林進材（2000）也認為「創意教學」是指「教師在實施教學過

程中，依據創造與思考發展的學理及原則，採取各種方法及策略，作為啟發學生

創造力、思考力為目標的歷程」。 

  綜合言之，「創意教學」不限定於某一種特定的教學方法，而是由教師因應

學科及學習者的需求，融合各種創造思考原理原則，而設計出來的教學模式及活

動歷程。相較而言，吳清山（2002）認為「創意教學」係指「教師在教學過程中，

能夠採用多元活潑的教學方式、多樣豐富的教學內容，激發學生內在的學習興趣，

以培養學生樂於學習的態度和提升學生的學習能力。」此為創意教學下比較廣義

的注解，除了教學法的創新之外，使得教學活潑化以及豐富的教材內容， 也可以

稱為是創意教學。依據教育部（2001）在「創造力教育白皮書」中的觀點來看，教

師在教學前須作課前準備及教學設計，教師如何將自己所學的知識運用在教學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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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教學的過程即為知識的引導歷程，具體的實踐方式就是在教學過程中的創

意表現。由此可知，「創意教學」即是教師於教學歷程中，發揮自身的創意，運

用多元活潑的教學方法、培養學生樂於學習的態度，提升學生學習能力。 

    ERIC Thesaurus 認為「創意教學」即是發展並運用新奇、原創或發明的教學方

法。而迪士尼創意學習社群獎助則認為創意教學就是創新的教學策略，這些策略

可以增進學生的基本技能及知識的理解與應用。（引自林偉文，2002）。結合兩者

的說法，創意教學就是「發展並運用新奇、原創或發明的教學方法以達到教學的

目標」。然而，「創造力教學」常與「創意教學」有所混淆， Starko (2000) 認為

「創造力教學」與「創意教學」不同，「創造力教學」的目的是在培養學生的創

造力；而「創意教學」則是透過創意的教學方法以達到教學的目的。ERIC Thesaurus 

特別強調「創意教學」是指教師的創造力，教學的目的不是在培養學生的創造力。

「教師如何使自己的教學具有創造力？」在於教師自身的創造力，所以，使教學

更具創意，這就是所謂的「創意教學」（creative teaching）（羅綸新，2003）。 

 

    研究者將探討教師於教學歷程中，如何發揮自身的創意、運用多元活潑的教

學方法，培養學生樂於學習的態度，進而提升學生學習能力。於此而言，吳清山

（ 2002 ） 進 一 步 指 出 「 創 意 教 學 」 的 重 要 理 念 ， 可 歸 納 如 圖 1-1 所 示 ：         

                

 

           圖1－1 創意教學重要理念之內涵（吳清山，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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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圖1-1的資料中，創意教學的重要理念敘述如下： 

（一）多元活潑：創意教學就是變中求變、新中求新，教師必須以知能為基礎，

讓教學具有彈性並運用巧思，才能在教學過程中推陳出新，以增進學生的學習成

效。  

（二）主動參與：創意教學除了老師提供多元豐富的學習內容外，也要了解每位

學生的個性，進而多鼓勵學生，讓學生主動積極的參與教學活動，才能展現其功

能與成效。 

（三）資源運用：一位有創意的教師，不能再像傳統社會時代，只靠一張嘴、一

枝粉筆和一本書來教學，必須會去運用圖書館和透過網路資源，收集教學素材，

讓課程有組織、有系統的呈現於教學過程中。   

（四）班級互動：教學是師生互動的行為，良好的師生及同學互動，有助於營造

溫馨、民主的班級氣氛，也滋潤了創意教學的環境，讓師生及同學間有良好的溝

通及關懷。   

（五）學習動機：學生持續不斷學習的原動力就是學習動機，尤其是內在學習動

機更是影響日後學習效果的關鍵。傳統的教學法偏重內容的傳授，導致學生的學

習效果甚為有限。然而，創意教學會顧及學生的學習動機，使學生進行有意義且

持久性的學習。   

（六）問題解決：教師在教學過程中，不能運用已有標準答案的素材，來傳授學

生知識，否則學生無法將所學知識活用，更無法應用於日常生活中。創意教學能

提供學生解決問題的情境、刺激學生擴散性思考，讓學生具有問題解決的能力。 

 

    綜合上述，賈馥茗、毛連塭及陳龍安都從教師的觀點切入創意教學。賈馥茗

鼓勵教師因時制宜教學，毛連塭認為教師應配合課程變化教學，而陳龍安則認為

教師須透過課程運用策略來教學。相較於此，林進材及吳清山是較著重於教學過

程的多元及活潑，正如，ERIC Thesaurus 所認為的創意教學（creative teaching）是

教師於教學過程中，發展並運用新奇、原創或發明的教學方法。歸納言之，創意

教學著重於教師的創造力，在教學過程中，透過教師創意教學的方法來達成教學

的目的。 

 

二、從創造力定義來探討創意教學 

     

    何謂「創意」？何謂「創造力」？我們做一個簡單的釐清。當你回到家門口

正要拿出鑰匙開門時，發現鑰匙不見了，你便要立即解決這個「事件」，而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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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事件所產生的對策，即為「創意」。葉玉珠（2006）在我們的生活中，具有多

樣性的活動，不需要創意的那些活動稱為「日常生活活動」；而需要創意的活動

稱為「創造」。Doku（1999/2000）認為「創造」是將未知因素的欲望予以具體化

的行為（引自葉玉珠，2006）。凡是對個人具有新價值的事，都稱之為「創造」，

「創造力」就是產生創造行為的表現，「創意」就是將「創造」具體化的手段。

綜合言之，凡事為了達成目標或解決問題而產生的想法就是「創意」。教師為了

激發學生內在的學習興趣、培養學生樂於學習的態度和提升學生學習能力，於教

學過程中，採用多元活潑的教學方式、多樣豐富的教學內容即是「創意教學」（吳

清山，2002）。教師的「創意教學」來自於教師的創造力，因此本節將探討創造力

的定義與內涵，以瞭解教師「創意教學」的範疇以及方法，再進一步了解何謂創

意教學。 

  「韋氏辭典」（1988）說明創造力是「創造的能力，是藝術或智力的發明才能」

（引自陳昭儀，2000）。Guilford 在 1950 年就職美國心理學會主席時，發表有關

「創造力」議題的演說，提倡以擴散式思考(divergent thinking)方式來鼓吹創造力的

研究，因而創造力就一直受到各方的重視，國內外都有許多學者致力於創造力的

相關研究。 

    隨著研究創造力理論取向的不同，創造力的定義也有著許多不同的觀點，因

此，若要明確的定義創造力及其研究範疇，實屬不易。在 Guilford（1956）的智力

結構論(Structure of Intellect)中，將創造力視為一種擴散性思考，其組成元素歸納為

四大類，分別是獨創力(originality)、精進力(elaboration)、流暢力(fluency)及變通力

(flexibility)。Rhodes（1961）與Mooney（1963）提出以創造力的四P來整合創造的研

究範圍，並且指出研究創造可以從下列四個方向來著手：（1）創造的產品(Product)。

（2）創造的個人(Person)。（3）創造的歷程(Process)。（4）創造的環境(Place)。一

般來說，大多數的學者對於從創造的「產品」來定義創造，比較能夠達成共識，

例如：Fox（1963）指出創造力除非是與創造性產品相關，否則創造並無任何意義。

Brown（1989）主張創造力的測驗都應該以創造性的產品作為測驗的依據。Mayer

（1999）指出大部分學者認為創造力就是創造新而有用的產品。不論成品是具體的

或非具體的，對創造人來說都必須是獨特且符合創造人所設定的價值和目標。創

造力是創造新穎、獨特的能力，而其創造的產品必須具備價值性和意義性。羅綸

新、許育彰（2003）則認為：「創意教學是指教師創造思考的成果， 也是教師創

造力的發揮。」所謂創造的產品，可能包含一個觀念、符號、理論、行為、結構、

問題解決方案、物品或作品，簡而言之，就是創造歷程的產物。創意教學是教師

創造思考的成果，也是教師創造力的表現，如果從教學的角度來看，這個產品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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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一個：教學想法或觀念、教學的理論或模式、教學計畫 

教學教材或內容、教學方法或教學策略、教具或輔助教材，問題解決策略、教學

行為（包含與學生的互動、問答等等）、教學資源的運用、評量方法或技術、班

級經營方法或策略。 

如果我們從產品的角度來定義創意教學，進一步要問的問題就是，什麼樣的產品，

才能稱得上是創意教學呢？ 

   Besemer 等人參閱了文獻中創造性產品的標準後，整理出評量創造性產品的

三個向度，並且編成「創造產品語意評量量表」(Creative Product Semantic Scale, 

CPSS)，這三個向度分別是：（引自林偉文，2002）（1）新奇與新穎：包含獨創性

等。（2）解決：包含有用的、有價值的等。（3）精進、精緻與整合：包含優美

的等。根據 Mayer（1999）整理各個學者對創造力的看法，就創造性產品來說，每

位學者對於創造性產品的特徵皆認同須具備兩個特點：（1）獨創性：包含新穎、

新奇、獨創等。（2）有用性：重要、有價值等。 

    綜合上述，我們可以知道有創造性的產品就是具有獨創性及有價值性。再者，

詹志禹(2001)從演化論的觀點來論，認為創造就是變異(variation)與選擇(selection)的

過程，獨創性是由變異而來，經由變異選擇有用的、有價值性的產品，轉換成文

化層面來說，就是新奇與有價值。藉此詹志禹擴充改編Mayer (1999)對於創造性產

品條件的整理，如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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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創造性產品的兩大類條件及文獻中的對應用語 

文獻 「變異」條件 「選擇」條件 

Amabile (1987) 

 

 

Benack, Basseches &Swan(1989) 

Boden（1999） 

Feist（1999） 

Gruber & Wallace（1999） 

Hausman (1987) 

Lubart（1999） 

Lumsden（1999） 

Martindale（1999） 

Newell, Shaw, & Simon(1963) 

Nickerson（1999） 

Sternberg & Lubart (1995) 

葉玉珠、吳靜吉、鄭英耀（1990）

新奇、不同（Novel、

different） 

 

新奇（Novelty） 

新奇（Novel） 

新奇（Novel） 

新奇（Novelty） 

新穎（New） 

新奇（Novel） 

新穎（New） 

獨創（Original） 

新奇（Novelty） 

新奇（Novelty） 

新穎(Novel) 

原創性 

正確、有價值、有用、適

切 

（correct, valuable, useful, 

appropriate） 

有價值（Value） 

有價值（Valuable） 

適應（Adaptive） 

有價值（Value） 

有價值（Valuable） 

適切（Appropriate） 

重要（Significant） 

適切（Appropriate） 

有價值（Value） 

有效（Utility） 

適切(恰當，Appropriate) 

適當、價值性 

資料來源：詹志禹(2001)。教育部創造力教育白皮書：「創造力教育白皮書」－子

計畫（二）－我國小學教育階段創造力教育政策規劃。第 3 頁。台北：教育部。 

 

  從上表我們可以得知，大部分的學者對創造性產品都是從「獨創」（original）、

「新穎」 (novel)、「新奇」(novel)、「有用」(useful)以及「有價值」(value)這些方

向來探討。歸納起來創造性產品就是Mayer（1999）整理出來的「獨創性」(originality)

及「有用性」（usefulness）這兩個向度；亦如 Besemer 等人評量創意產品的三個

向度：「新奇與新穎」、「解決」及「精進與整合」。再從詹志禹的演化論觀點

來看，「新奇」與「有價值」這兩個向度就可以說明本研究所要探討的創意教學。

因此，本研究所要探討的「創意教學」，即是指教師的教學必須是新奇的，而且

是有價值的。 

    我們分別從「新奇」和「有價值」的向度來探討教師的教學：（林偉文，2002） 

（一）「新奇」：從新奇的層面來看創意教學，也就是教師運用新奇的教學方法、      

內容等，如下面三點所述： 

1. 以前沒有的或沒有採用過的，就是不依照過去所習慣用的教學方法、 

   內容、及行為等。 

2. 多元的且具有變化性，非單一的，也就是教師的教學是多元的、具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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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性，並非一成不變的。 

3. 教學的活動或行為是獨創的，是教師自己獨創的或別人沒有使用過的。 

 

  可是，如果我們將創意教學定義為必須是別人沒有想到或別人沒有使用過

的，將會窄化了創意教學的意義，也減少了教師創意教學的發展空間。因此，就

如前所述，本研究所謂的「創意教學」是廣義的，教學的方法可以是教師自己發

明的，也可以是引用別人創造的。 

 

（二）「有價值」：從價值的層面來看創意教學，也就是創意教學必須導向一個

有價值的結果。教學歷程包含教師、學生與課程三個層面，有價值的教學活動應

該要符合此三個層面的價值，亦即「可助於教師發揮教學效能」、「可達成學生

有意義學習與發展」、「可獲得課程的知識與技能」。再者，以教育心理學的觀

點來看，有價值的教學活動必須是： 

      1. 能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與學習興趣。 

      2. 能促進學生的心智發展。 

      3. 能適應學生的個別差異。 

      4. 能達成有意義的學習。 

      5. 能達成教育的目標。 

 

    本小節從創造力的觀點來探討創意教學，創造力的定義有著許多不同的觀

點，Guilford將創造力視為一種擴散性思考的智力，Rhodes & Mooney 更提出以創

造力的四P來整合創造的研究範圍，由於本研究試著探討多創意教學，因此，從「產

品」的觀點切入，Fox 認為創造定與創造性產品有關，Brown 也認為創造力測驗

都要以創造性產品作為測驗的依據。Fox、 Brown 都認為創造與產品有關，Mayer 

融合多位學者的觀點更進一步指出除了創造新而有用的產品外，且認為創造性產

品須具備兩個特點：獨創性(originality)、 有用性(usefulness)。相對於此，毛連塭等

指出創造的「產品」除了新而有用外，必須具備價值性和意義性，如何讓創造的

產品具備價值性和意義性，Besemer 等人提出三個向度：新奇（穎）、解決及精緻

與整合來評量創造產品，這讓創造的產品更具價值性和意義性。由此延伸，創意

教學必須符合「新奇」與「有價值」這兩個層面。所以，創意教學是教師構思、

設計並運用新奇的教學方法或活動，以適應學生的心智發展、引起學生學習的動

機，培養樂於學習的態度、提升其學習的能力，並協助學生產生有價值的學習、

更有效達成教育的目標。 

 7



 

三、從多元智慧理論來探討創意教學 

 

    多元智慧理論（Theory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s, 簡稱MI）對於問題解決與創造

能力非常的重視，許多研究更發現多元智慧理論在教育上確有正向增強的效果，

它闡述的八項智慧理念，廣泛的應用於學校教育，藉由多元智慧的架構提供教師

設計課程、研發教材、運用教法及實施評量的指導方針。 

    Gardner(1983)在「智力架構」書中提出人類有七種不同的智慧：語文智慧、邏

輯－數學智慧、空間智慧、音樂智慧、肢體－動覺智慧、人際智慧、內省智慧，

數年後再提出第八種智慧－自然觀察者智慧。以下將就此八項智慧來逐一說明：(李

平譯，1994) 

(一)語文智慧(linguistic intelligence)：能有效運用口頭語言或書寫文字的能力，並且

對文字和語言的聲音、意義、結構和功用的感覺特別敏銳。 

(二)邏輯－數學智慧(logical - mathematical intelligence)：能有效運用數字和推理能

力，其中包含對邏輯或數字型態的認知能力，更具有處理複雜前因後果的推理能

力。 

(三) 空間智慧(spatial intelligence)：能準確地感覺並表達出視覺空間的關係，其中包

含將視覺和空間的想法在腦海中立體化及能快速找出方向來。 

(四)音樂智慧(musical intelligence)：能察覺、辨別、改變和表達音樂的能力並且能有

創作音樂的能力。 

(五) 肢體－動覺智慧(bodily- kinesthetic intelligence)：能善用身體各部位來表達想法

和感覺，其中包含運用雙手生產或操作物品，且能有節奏地控制身體的動態。 

(六)人際智慧(interpersonal intelligence)：能覺察並區分他人的動機、意向、情緒、期

望、及感覺的能力，其中包含對臉部的表情、聲音和動作的敏感度。 

(七)內省智慧(intrapersonal intelligence)：能相當精確地認識到自己的優缺點、評估自

己情緒的生活。 

(八)自然觀察者智慧(naturalist intelligence)：能對所處環境的各類動、植物有熟練的

認知及分類，且能辨別同一物種中成員的差別。 

 

  綜合上述，這八種智慧都有其特殊性，不同的學生其傑出的智慧可能都不相

同，教師需了解學生的個別差異，運用創意教學才能讓學生有所展現。 

 

    根據Gardner 的分析，創造力是在對該領域有相當熟悉的程度之後才會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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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對該領域架構有足夠的認知，才能了解真正的創意在哪裡，所有的學生都是

聰明的，他們都會以不同的方式來展現他們的聰明智慧。如何產生有創意的產品，

多元智慧理論主張「智慧」（intelligence）應具備兩項條件(Gardner, 1983)： 

（一）必須具有發現或創造問題的潛能，才能為因此獲得新知識。 

（二）必須要有解決問題的技巧，使個人得以解決所遭遇的問題或困難，因而產

出有效的創造。 

   

    正如教育部(2001)所推動的創造力政策方向相同，培養學生發現問題、解決問

題的能力。 

    多元智慧理論自1983 年提出以來，對教育界有相當大的影響。尤其是對教室

裡的教與學，產生了以下的影響（王為國，2000）： 

（一）擴展教育的概念：教師需要超越課堂上原有的典型語言和邏輯教學方法，

並擴展自己的教學技術、工具和策略等。 

（二）以多元方式進行教學：沒有任何一套教學方法適用於所有時期及所有學生。

由於學生的個別差異，教師可依據不同智慧的特性，設計多樣化的教學方法引導

學生學習。 

（三）學生教育的個別化：任何一種教學方法都僅能符合部分學生的學習，多元

智慧理論就是盡可能讓所有的學生在學習過程中都能理解、都有收穫。 

（四）評量方式的改變：教師對學生測驗結果的解釋，應該持中立的看法，要能

從較自然的情境去觀察不同文化的人，並且發展出與他們生活有關的重要技能。 

（五）理論明確易實施：大多數的人都可以在多元智慧的內涵中發現自己的多項

優點，教師在教學中，應使學生發現自己的優勢和弱勢智慧，協助學生加強優勢

智慧並補足弱勢智慧。 

（六）打破教育革新「取代循環」現象：當教育界出現了創新措施時，就會發生

「取代循環」現象，多元智慧理論並不是取代舊有的教學方法，而是將原有的教

學方法延續並創新。 

 

    綜合言之，Gardner提出人類具有八種不同的智慧，更指出創造力是在對該領

域有相當熟悉的程度之後才會出現，因此，對該領域有足夠的認知，才能了解真

正的創意在哪裡。王為國認為自Gardner提出多元智慧理論後對於教室裡的教與學

產生相當大的變化，而這變化正符合創意教學的精神。 

    我們知道多元智慧理論符合了現今教育潮流的趨勢，以學生為中心、注重個

別差異、重視多元文化、反對傳統測驗、學習多元化等。Vista（2000）指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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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教導現代的學生，教師必須發展出更有創意的教學方式，傳統的教學方式不再

是足夠且有效的教學工具。」因此，創意教學就是未來教育發展的重要趨勢。本

研究將從「創意教學」的廣義定義：「教師運用從未用過之新奇的教學方法、技

術或策略等，來進行教學活動，以達成教學目標。」而這些方法可以是教師自己

發明的，也可以是引用別人創造的，從中，研究者將探討一所學校實施創意教學

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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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創意教學發展歷程 

      

    創造力像智力一樣，是每個人都擁有的。每個人的創造力有層次上的差異，

這是受到個人的知識、經驗、人格特質、思考方式與身心背景等因素的影響

（ Sternberg & Lubart,1995）。各國為提升國家競爭力，紛紛透過教育開發每個人

內心潛藏的創造力才能，我國也不例外，目前正積極由各個階段年齡層學校展開。 

Dewey（1910）認為創造是在探討創造者的心理歷程，並提出問題解決的步驟，

其過程為：（1）發現困難。（2）界定困難所在。（3）提出可能的解決方案。（4）

考慮結果。（5）接受解決方案。Wallas（1926）提出最具代表性的創造思考歷程

─「四階段說」，其創造思考的歷程為： 

（1）準備期：搜集相關問題的資料，結合舊經驗和新知識。 

（2）醞釀期：百思不解、暫時擱置，但潛意識仍在思考解決問題方案。 

（3）豁朗期：突然頓悟，瞭解解決問題的關鍵所在。 

（4）驗證期：將頓悟的觀念加以實施，進一步驗證其是否可行。 

Rossman（1931）曾研究過 710 位發明家的創造思考歷程，歸納整理出創造思考的

六大步驟：（1）感覺到需要或發現困難。（2）形成問題。（3）尋找可利用的資

料。（4）檢視解決方案。（5）提出新方案。（6）試驗新方案。Gallagher（1975）

根據 Wallas（1926）所提出的創造歷程四階段理論，更進一步定義四個階段所應

具備的思考運作及要素，其定義如表2-1。 

 

表2-1：Gallagher（1975）所提出的創造歷程四階段理論  （引自葉玉珠，2000、2006） 

階段      內涵    思考運作 要素 

準備期    收集相關訊息 

醞釀期    處理及分析訊息 

豁朗期    產品的產生 

驗證期    產品的應用與評 

          估 

   認知記憶 

   個人思考 

   擴散性思考 

   聚斂性思、評鑑思考

好學、維持注意力 

智能的自由 

冒險、容忍失敗及曖昧 

智能的訓練、邏輯推理 

 

    Torrance（1988）認為「創造思考」應包含下列四個階段：（1）了解並知道困

難或問題。（2）針對問題提出猜測與假設。（3）評鑑假設並予以修正。（4）對

於結果給與溝通。Treffinger & Isaksen（2001）提出三個步驟解決創造性的問題：（1）

「了解問題」（understanding the problem）的成分：包含發現混亂（mess - finding）、

尋找資料（data - finding）與發現問題（problem - finding）。（2）「產生主意」（gener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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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as）的成分：即為尋找想法（idea - finding）。（3）「計畫行動」（planning action）

的成分：包含尋找解決方案（solution - finding）與尋求接受（acceptance - finding）。

由此可知，發現困難與問題、尋找資料、提出問題的假設及想法、找尋解決方案

並修正至可接受的結果，這一連串的過程就是創造思考問題解決的過程。就

Strickland & Coulson（2000）認為創造力是一個繁雜的程序歷程，可歸納為四大類：

（1）在開放的視野中，探討既有的及想擁有的。（2）超越易見的、本有的現象，

產生構思。（3）判斷利弊得失，重新排列最佳的構思。（4）透過嘗試、實作及

評鑑以呈現成果（引自魏炎順、黃嘉勝等，2003）。這過程也是先有想法、構思、

修正構思進而呈現成果。如此，陳昭儀（2000）針對五位傑出科學家進行科學研究

之創造歷程，其歷程歸納為：（1）靈感與動機（2）構思、界定研究題目（3）思

考推衍過程（4）理論驗證與實驗設計（5）發表研究結果。再者，吳蓉燕（2003）

也針對文藝創作者的創造歷程作了歸納的分析，其創作歷程為：（1）發現問題。

（2）蘊釀及搜尋。（3）下筆鋪陳。（4）回顧及修改。（5）發表作品。同時，陳

昭儀整理出藝術家的創造歷程，可分為以下六階段：（1）集材（豐富的創作源）

（2）主題構思與刺激連結（3）內容的構思（4）具體化（5）修正作品的可能性（6）

作品的呈現。陳昭儀（2003）歸納了許多國外學者的文獻將創造歷程分為五個步驟

如表2-2。 

  

表2-2：創造歷程的步驟及內涵    （整理自陳昭儀，2003） 

 步驟 內涵 

（1）問題的產生 

（2）尋求解決問題或困難的方法及作法

 

 

（3）尋獲最佳處理方案 

 

（4）評估及驗證 

 

（5）發表、溝通與應用 

準備期：發現問題或困難、洞察問題等

醞釀期：尋找可應用的資料、資訊及資

源，分析記憶的儲存及評價，嘗試各種

意見等，亦是腦力激盪的探索期。 

豁朗期：綜合、確認、新答案的產生、

發現解決方案、洞察階段等。 

驗證期：評價、竭力完成、接受的發現、

形成理論或架構等。 

溝通結果、付諸行動、說明及利用結果

等。 

   

    歸納上述學者的創造歷程來看，Dewey、Wallas、 Rossman皆提出發現問題、

準備階段及問題解決的過程；Torrance 和 Treffinger & Isaksen 除了上述三步驟外，

還針對問題提出實際解決方案，當成果呈現時給予溝通並尋求接受。而這正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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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ickland & Coulson 從創造力特性來探究的歷程，唯一的差別是創造力特性的問題

是廣義的，除了既有的外也可以是想擁有的，就如陳昭儀針對五位傑出科學家進

行科學研究之創造歷程中的第一步靈感與動機，他並將創造歷程步驟歸納成問題

的產生、尋求解決問題或困難的方法及作法、尋獲最佳處理方案、評估及驗證、

發表、溝通與應用。從上述學者的理論中發現，創造歷程是一連串的心理歷程，

大致上仍可歸納成「準備」、「醞釀」、「豁朗」、「驗證」四大步驟。 

    綜合觀之，本研究的創意教學發展歷程將融入Wallas（1926）所提出的創造歷

程四階段理論：準備期、醞釀期、豁朗期及驗證期，分別從學校經營方面、教學

團隊方面以及學校本位課程方面來探究。  

      

一、學校經營方面 

       

    創造力之推廣在學校經營方面，以經營創新的學習環境與活潑的教學氣氛為

主體工程，進而發展學校特色、提升教育視野，營造尊重差異、欣賞創造之多元

教育學習環境（教育部，2001）。學校教育的學習管道除了教學的課程實施外，還

有隱含潛在課程的空間環境（張世宗2002）。我們從教育改革的角度來看學校教育

空間的改革，如國民教育階段九年一貫課程總綱（教育部，1998）所述：九年一貫

課程體現教育改革訴求的「鬆綁」（deregulation）理念，其特色即為賦予學校及教

師課程發展的空間和權能，注重孩童多元發展及個別差異，實施降低班級人數。

教育訴求的轉變，讓我們不禁要思考舊有的學習空間是否能滿足新課程的需求，

提供學生有效的學習環境，給予教師揮灑專業的空間？隨著九年一貫課程的施

行，教育理念、教學方法、課程安排等教育本質也跟著改變，我們必須重新檢討

教學空間所要傳達、轉譯與呈現的內容與型態，以符合新的教育需求。湯志民（2002）

指出台灣的土地，寸土寸金，學校校地有限，校地的擴充實不易，應善用社區資

源，包括社區公園、活動中心、圖書館、游泳池及導護商店等，讓學校的場域自

然延伸。例如台北市郊區學校的田園教學：運用陽明山國家公園、指南觀光茶園

等社區資源，使學生的生活經驗與社區相結合。 

    吳清山（2003）認為創新經營（innovation management）是一個組織在產品、

過程或服務等方面，力求改變並突破現狀而發展特色，以提昇組織績效之策略。

就學校方面，認為所謂學校創新經營是「學校在環境中，採用創意的點子將其轉

化到學校的服務、產品或工作方法的過程，以發展學校特色，提昇學校效能進而

達成學校教育目標」。張明輝（2003）認為創新是使創意成為一種有用的商品、服

務或生產的過程，而創新管理則是組織領導者，藉由創新的環境讓組織成員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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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形塑新穎的文化，使組織得以永續經營。張明輝（2003）再論及學校創新的

內涵應包括教師創意教學策略、學生創意活動展現、校園的美化、行政運作的創

新以及社會資源運用的創新。吳清山（2004）認為學校創新經營是創新與經營的結

合體，以「創新」為體、「經營」為用，發揮學校教育功能。 

    學校創新經營的重要理念（吳清山，2004）包含： 

1. 前瞻的思維：創新不是在既有的框架內思考，它必須具備前瞻性和全面性的思 

   維。 

2. 多元的開放：在開放的環境下創新才能滋潤成長，若處於封閉的環境是無法激 

   發創意的成果，因此，在開放的氣氛和環境下，學校成員定願意彼此對話且分 

   享經驗。 

3. 卓越的品質：以創造價值為核心的目標，學校經營才具有特色。 

4. 持續的改進：創新是經由不斷的回饋與改進，要追求進步而且永無止境的創新 

   歷程。 

5. 錯誤的容忍：嘗試與錯誤是創新必經的過程，應加以容忍不責備。 

6. 特色的發展：發展特色是學校創新經營的重要工作，如此學校才可以永續經營。 

       

    吳清山（2004）認為採取創新經營是時勢所趨，學校創新經營的具體項目可分

別從行政、教學、課程、學習、觀念等面向思考，主要包括八個項目，分述如下： 

1. 觀念創新：學校人員價值觀念及思考方式的改變。 

2. 環境創新：學校建築物設備的美化及改變、環境空間的重新規劃、教學場所與 

   運動場所的佈置等。 

3. 技術創新：教學、評量、教材與工作方式等改變。 

4. 流程創新：學校事務處理及各項業務程序的改變。 

5. 服務創新：行政服務、社區服務及學校服務的改變。 

6. 產品創新：學生作品、教師教具、課程設計等產品表現。 

7. 活動創新：開學典禮、畢業典禮、運動會、教學觀摩會、戶外教學活動、畢業 

   旅行、教師進修、親職教育活動等。 

8. 特色創新：發展學校特色，型塑學校獨特文化的創新。 

 

    就創造力教育白皮書內容而言，從學校經營的觀點來論：經營創新的學習環

境是學校的主體工程之一；而張世宗及九年一貫課程總綱內容都是以潛在課程的

觀點來論：學校教育應包括隱含潛在課程的空間環境。湯志民從社區環境的觀點

指出：學校校地有限，應讓學校的場域自然延伸而與社區相結合。吳清山與張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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輝皆由經營的觀點出發：學校採用創意的點子將其轉化成學校的服務、產品或工

作方法的過程，以發展特色。 

    本研究將以經營觀點為主體、學校創新經營具體項目為內容，並融入潛在課

程及社區環境觀點，來探討學校經營方面如何發展創意教學的歷程，如圖2-1。 

  

 

圖2－1 學校經營方面－創意教學發展歷程（整理自 Wallas，1926、吳清山，2004） 

 

（一）準備期 

    因應知識經濟時代的來臨，學校人員在價值、思考方式以及意識形態也應跟

著改變，隨著學校本位課程的定調，學校課程發展會議必須就學生需要、學校條

件、社區特性以及家長期望，發展學校本位的課程，且學校教學環境及空間的規

劃必須具備前瞻性和全面性的考量。即為觀念、環境創新期。 

（二）醞釀期 

    欲建構良好的創意教學環境，需要在開放且容許嘗試與錯誤的環境下才能滋

潤成長，若處於封閉的環境、人際關係互動少，是無法激發創意的火花，因此，

學校經營需要開放的氣氛和環境，學校成員彼此敞開心胸，彼此願意對話和分享

經驗，並互相思考解決問題方案，提供良好的實施策略。即為技術、流程創新期。 

（三）豁朗期 

    創新是學校經由不斷的回饋與改進，綜合與確認創意教學環境的產生，展現

學校經營的成果，以創造核心目標的價值。即為服務、產品創新期。 

（四）驗證期 

    學校創新經營的實施建構在「發展特色」的深層意義，將學校創意教學所呈

現的成果綜合歸納形塑成學校的特色，並可將所有創新的歷程形成理論或架構

等。即為活動、特色創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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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團隊方面 

 

就如前所述，創造力像智力一樣，是每個人都擁有的，教師要實施創意教學 

除了本身的創意之外，透過教學團隊的組成及運作提升解決問題的能力，並透過

腦力激盪，產生個人難以達到的創意，進而造就一加一大於二的效果，也可改進

學校整體組織的效能。Jessup（1992）認為團隊不只重視整體目標的達成，更強調

成員間彼此承諾與互相依賴的關係。 Katzenbach and Smith（1993）更指出團隊是才

能互補、體認共同目標並設定績效標準，而互相信任以完成目標的一小群個別成

員的結合。 

    綜合 Jessup、Katzenbach and Smith 所言可知，團隊不只重視團隊整體目標也重

視成員間的信任與依賴。同樣的，Quick（1992）也認為團隊最顯著的特徵就是「團

隊成員都將團隊目標列為最高的優先地位，團隊成員則是各自擁有其專業知能，

也互相信任支持對方」。Wenger（1998）指出「實踐社群」，包含共同的參與、聯

合的願景及共享的智庫三要素所組成。林偉文（2002）也發現教師而在社群中分享

知識、資訊流通、深度對話與合作，則教師的創新教學行為就越多。王秀津（2005）

認為唯有讓實務者在自願互助的有利環境下擴散實務知識，再加入中介資源的協

調，即可協助教師發展專業，並整合教師間的專業知識，才可改變教師信念和教

育品質。因此，學校教師「組成或參與知識社群」對於促進教師的學習與創意教

學有重要的影響，而這所謂的「知識社群」即為「實踐社群」就是學校的「教學

團隊」，也正是本研究中雲雲國小的教學團隊。 

    McGrath（1964）提出的「輸入－過程－產出」的系統性架構成了團隊研究中

的基本模式。Buchholz、Roth & Hess（1987）從共同目標（common goals）、責任分

享（shared responsibilities）及團隊成果（outcoms）的觀點來區分團隊的發展階段。 

Tuckman & Jensen（1997）將團隊發展分為五個階段： 

（一）形成期（Foaming）：為團隊發展的一階段，成員剛由個人身分轉變為團隊

成員身分，彼此因為共同的目標與願景相結合，成員彼此間仍在相互適應中，此

時期對團隊成員專業發展影響成效不大。 

（二）激盪期（Storming）：為團隊發展最艱困時期，成員群體間會因為思考方向、

工作任務之不同產生質疑與衝突，透過溝通與激盪找出成員與團隊目標之間的平

衡點。此時期成員必須可以容忍、接納其他成員各種不同的意見，進而溝通、分

享並信任彼此，同時，也是界定成員於團隊中的地位與角色。 

（三）常模期（Norming）：此時期團隊已經形成一開放式自由交換意見的環境，

成員間彼此尊重、信任及相互扶持，成員對於團體目標有明確認識，並清楚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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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責之所在，團隊的凝聚力及行動力開始提升。 

（四）表現期（Performing）：團隊結構及分工在此時期開始展現，團隊成員間皆

已建立良好的人際關係，對於工作更加專注、更具熱情，團隊會聚焦於目標及任

務的達成，團隊行動力發揮到最佳狀態，同時也奠定團隊在組織中的地位及象徵。

（五）轉換期（Adjourning）：當團隊的任務及目標完成後，團隊可能面臨結束或

是重新接受另一嶄新任務。此時，團隊即進行另一個團隊歷程的循環，或轉換成

另一個永續經營的團隊。 

    綜合上述學者對團隊發展的歷程可以發現「共同的目標」，是團隊形成的首

要條件，Buchholz、Roth & Hess所提出「責任分享」階段以及Tuckman所提出「激

盪、常模」階段，均屬McGrath所提出系統性架構之「過程」。最後即為團隊成果

的展現。再者，詹志禹（2003）更進一步指出，學校教學團隊運作的歷程可從兩方

面來探討： 

（一）從問題解決的歷程來看：  

1.發現問題：教學團隊進行合作思考、反思討論，從既有的課程中，保留對學生有 

  幫助的部分，教師發現問題時，產生解決問題的內在動機，加以解構，以待新 

  的建構。  

2.提出解決方案與假設：教師針對所發現的問題，提出解決的策略、轉化課程，建 

  構個別的教學方案，再透過教學團隊的合作思考、反思討論，建構整體教學方 

  案，成為新版學校本位課程。  

3.展開測試行動：根據整體教學方案，展開教學實驗，從學生的反應及學習情形中 

  獲得回饋訊息，並將此回饋訊息帶入教學團隊會議討論，已改善部分保留、累 

  積，有問題部分重新解構，再展開新的循環。 

（二）從演化的歷程來看：  

1.累積：學校累積的既有課程。 

2.變異：針對課程所發現的問題，提出不同的教學方案。 

3.選擇：依據學生的回饋訊息，選擇課程的保留與重新解構再循環。 

 

     從詹志禹「問題解決」與「演化」的教學團隊運作歷程來看，亦符合McGrath

所提出的「輸入－過程－產出」的團隊研究基本模式。本研究將以Tuckman & Jensen

所提出之團隊發展五階段以及詹志禹所提出教學團隊運作之「問題解決」歷程，

來探討教學團隊之發展歷程，如圖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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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 教學團隊發展之歷程（整理自 Wallas，1926、Tuckman & Jensen，1997、

詹志禹，2003） 

 

（一）準備期 

    學校針對學校發展需求，召集教師組成教學團隊，教師由個人身分轉變為教

學團隊成員身分，彼此因共同目標、願景相結合，也在相互適應中，教師開始進

行合作思考、反思討論，從既有的課程中，保留對學生有幫助的部分。教師發現

問題時，產生解決問題的內在動機，並加以解構，以待新的建構。此時教師個人

產生探究、解決問題的興致。 

（二）醞釀期 

    教學團隊會因為思考方向、工作任務之不同產生質疑與衝突，經過團隊溝通，

教師與教學團隊達成共識。教師針對所發現的問題，提出解決的方案及策略，此

時，教師建構個別的教學方案。  

（三）豁朗期 

    教學團隊目前是處於自由交換意見的環境，教師清楚個人職責且對於團隊目

標有明確認識。教師提出個別的教學方案，再透過教學團隊的溝通、分享、合作

思考、反思討論，建構整體教學方案，成為新版學校本位課程。 

（四）驗證期 

    教學團隊此時的行動力是處於最佳狀態，教師間皆已建立良好的人際關係，

對於工作更加專注、更具熱情，根據整體教學方案，展開教學實驗，從學生的反

應及學習情形中，獲得回饋訊息，並將此回饋訊息帶入教學團隊會議討論，已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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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部分，保留、累積；有問題部分，重新解構，再展開新的循環，讓學校本位課

程永續傳承。 

 

三、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方面 

 

「教」是否等於「學」？教師在實施教學的過程中，要怎樣做才能讓學生真

正受益？如何讓學生快樂、有效的學習？如何激發教師的熱忱，使他們以教學為

樂，進而提昇教學的績效？ 

    Glaser（1962）指出從「教學基本模式」(The General Model of Instruction,簡稱GMI)

如圖2-3，可以看出來整個教學歷程應該包含教學目標、學前評估、教學活動以及

教學評量等四部分。 

  

                            

 
                             圖2-3教學基本模式 

 

  由上，我們進一步闡述四者之間的交互關係，並特別強調教學評量的回饋作

用及積極功能。基於上述，教學評量對於教師具有下列四項功能: 

1、瞭解學生的起點行為：透過預備性評量，教師可以瞭解學生的起點行為，以作

為訂定教學目標的參考。 

2、建立確實可行的教學目標：教師瞭解學生的起點行為，對照原先設定的教學目

標，藉以提高、降低或維持教學目標。 

3、確定教學目標達成的程度：透過形成性評量或總結性評量，掌握教學目標達成

的程度。 

4、改進教材教法，增進教學效果：評量的結果回饋給教師，可以作為改進教材教

法之依據。 

    課程的定義有非常的多種，黃政傑（1991）將課程定義歸納為四類，包含：「學

科教材」、「經驗」、「目標」和「計畫」四類。在課程領域的發展及課程實施

的歷程中，為了社區、學校以及學習者整體個殊的需求，教育人員常會面臨課程

決定（curriculum decision making）的問題和挑戰（李錫津，2002）。九十學年度教

育主管機關開始實施九年一貫新課程，其中特別強調學校本位課程發展，在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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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原則中保留20%的彈性課程時數，提供學校作為校本課程發展的彈性教學空

間，並強調課程設計應以「學生為主體」、「生活經驗為中心」。在此趨勢下，

課程發展即學校發展，而教師也從課程執行者轉為課程發展者與課程設計者，也

因此，學校與教師有了更多的自主權與彈性空間。張嘉育（1999）指出在國內學校

本位課程的實施確實有其可行性，學校如何正確評估自身條件的優勢與劣勢，因

應學校的特性與成員的條件，擬訂學校可以發展的本位課程，建立不斷循環改進

的機制。 

    學校本位課程發展可以提供教師與學校一個展現專業的教學空間，學校也可

以藉此結合社區資源，透過學生及家長的參與、教師的教育專業、學校教師團隊

的協同合作規劃以及專家的指導，設計出具有校本特色的課程。因此學校的課程

設計與教學活動，必須以學生為主體的觀點出發，並結合學生的學習與生活經驗，

以培養學生帶著走的生活能力。可見，學校本位課程發展不僅符合學校特色的發

展，同時也反應了社會的變遷，更是學校與教師專業能力的展現。有鑑於此，近

來，教育主管單位推動各級學校發展學校本位課程，何謂學校本位課程？張嘉育

（1999）指出學校本位課程發展，係指學校為解決或達成學校教育問題，以學校為

主體，由學校成員如校長、行政人員、教師、學生、家長與社區人士主導，所進

行的課程發展過程與結果。學校本位課程的特點可從以下五方面來說明： 

（一）課程目標：以發展符合學生、學校或地方特色需要的課程為目標。 

（二）參與人員：所有課程相關之人士，例如:學校成員與社區人士，均可參與課

程發展。 

（三）課程觀：課程即教育情境與師生互動的過程與結果。 

（四）學生觀：學生有主動建構學習的能力，但因學生有其個別差異，課程也得

因應學生的需要而進行調整。 

（五）教師觀：教師是課程的研究發展與實施者，擁有主動詮釋課程且發展課程

的能力。 

 

     Skilbeck（1976）指出學校本位課程發展之五大步驟（引自張嘉育，1999）： 

（一）情境分析 

（二）目標訂定 

（三）方案建立 

（四）解釋與執行 

（五）評鑑修正 

     Skilbeck（1982）對於學校本位課程發展做了以下幾項說明（引自張嘉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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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一）課程來自於經驗，經驗來自於師生之間的互動，課程應重視學習者的需求 

      與特質。 

（二）實現經驗教育的條件是自由，自由是師生與課程相關者所共享。 

（三）讓學生交換彼此的思考，以產生經驗並建構課程。 

（四）學校本位課程發展需要大量的人力資源，包含學校成員及社區人士。 

（五）「學校本位課程發展」並不影響其他課程的發展，決策者主要的任務是協 

      助學校形成課程決定的形式與發展的架構。 

（六）教師是課程發展者，在職教育是教師的重要支持系統。 

 

    九年一貫課程改革的精神，主要在修訂學校課程的內容，改變只重視升學的

傳統課程，強調「課程綱要取代課程標準，學生學習中心取代學科本位中心，學

校本位課程發展取代中央政府統一編輯」等觀念，鼓勵教師主動發展課程，提供

教師與學校更多彈性自主的專業時空間，鼓勵從事學校本位課程設計，引導教師

進行專業成長（蔡清田，1999）。更有人認為九年一貫課程，不但深入教育改革的

核心，也顛覆了傳統的做法(周麗玉，1999)。這種顛覆傳統的課程，我們老師真有

能力去實踐嗎？有學者認為老師在傳統由上而下的課程模式影響下，已造成專業

技能的喪失，課程設計的技能逐漸式微，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正是讓教師再恢復

專業的技能，並提昇其專業能力(蔡清田，2000)。九年一貫課程的推出各級學校充

分考量學生需要、家長期望、學校條件以及社區特性，發展學校本位的課程。      

    學校如何將與學生、家長及社區生活相關的學校本位課程，傳遞給學生並融

入其生活知識的一部份，這就必須倚賴教師的教學，本研究中教師所採用的教學

即是創意教學。Litterst 和 Eyo（1993）認為教師必須發展的工作是「營造教室氣

氛」來促進想像力，良好氣氛的發展，學生就會獲得成長且有發現及洞察的能力

（引自黃湘媛，2006），亦即，教室裡的溝通氣氛和教師的行為對教育過程的衝擊

有極大影響，也密切直接地影響學習。創意教學的教學過程中，學生是學習的主

人，教師的角色是鼓勵學生學習，協助學生解決問題的引導者。創意教學策略偏

重於多元活潑，能引發學生學習興趣的教學，其教學目的是重視學生思考，更強

調學生享受學習的樂趣，評量方式常使用多元評量來評量學生的學習狀況（吳清

山，2002）。 

      Sternberg 和 Lubart （1995）認為教學的創新可以從六個方面著手： 

（一）接受學生的想法：鼓勵學生接受挑戰及面對改變，當學生提出新看法及新

方法時，教師須接受並給予適時的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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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知識為基礎：以知識為創造力的基礎，並將知識轉化為創造的動力，把

想法轉變成作品呈現出來。 

（三）強調團體學習：領域知識的學習可運用多元的方式來進行，再搭配創意教

學並將其融入團體生活中學習。 

（四）營造自由空間：教師要營造良好的自由空間培養學生具有創意的人格特質，

引導學生喜歡探索並鼓勵學生發揮創意。 

（五）時間與空間環境的掌握：撈師要適時掌握時間與空間的環境，才能引導學

生發揮創意。 

（六）教師發揮專業能力：教師發揮專業能力，引導並鼓勵學生表達自己的想法，

發表自己的作品，創造力才能真正的展現出來。 

 

    吳清山（2002）綜合多位學者的相關研究，提出教師採用創意教學的具體做法

如下： 

（一）了解學生學習需求：教學應該隨著學生的個別差異而做調整，讓每位學生

都能得到完善且適性的學習。因此，了解學生的學習需求是創意教學相當重要的

策略。 

（二）營造良好的班級學習氣氛：創意教學的教師具有開明的性格和民主素養，

能夠關心、尊重、主動瞭解學生，讓班級營造出溫馨和諧的學習氣氛，在這樣的

氣氛下相信學生的成就指日可待。 

（三）善用現代資訊科技：能善用科技資源的教師，相信教學的策略可以更多樣

化，學生的學習效果相對的也更充實。目前在教室裡比較常使用的有Power Point

等多媒體教學，而網路資源應用也愈來愈豐富普及，例如：教育部學習加油站  

（http://content1.edu.tw/）、EduCities亞卓市（http://www.educities.edu.tw/）、思摩特

網站（http://sctnet.edu.tw/）等都有豐富的教學素材，提供教師使用，以豐富教學內

容。 

（四）活用教學方法：創意教學可視教學需要使用各種教學方法，例如：問題解

決教學法、創意思考教學法、合作學習法、情境教學法、自導式學習法等。多元

的教學方法，也需要配合多元的教學評量，才能發揮創意教學的教學效能。 

（五）善用多元評量：創意教學的評量應該和教學環環相扣，更注重多元、過程、

彈性和變通。目前所實施的多元評量，例如：實作評量、學習檔案評量、觀察、

操作、表演、報告等，都視教學需要而交互作用，以發揮評量的功能。 

（六）活用產生創意的方法：教師能透過創意來解決教學現場發生的突發狀況和

問題是十分重要的。郭有遹（2002）在其「創造性的問題解決法」一書中曾列舉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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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創意的方法有：集思廣益法、概念激盪法和訊息修改法等三種。基本上，教師

可多運用腦力激盪法和聯想法等產生創意的方法，使教學活動更為活潑有趣。 

（七）鼓勵學生分組討論：教學是一種動態的過程，為了讓學生主動參與學習。

創意教學的教師可以善用合作學習的方式（collaborative learning），以強化學生自

信、動機與成就。 

（八）正確使用發問技巧：良好的發問以刺激學生思考，也可以瞭解學生的學習

效果，創意教學的教師，應該要會善用發問技巧。教學前教師先準備好一些開放

性或假設性問\題，讓學生有思考反應的時間，再請學生回答。 

（九）鼓勵學生勇於嘗試：發明或發現，都是不斷嘗試錯誤的結果。創意教學的

教師，應該多鼓勵學生大膽嘗試各種學習活動，並容許學生犯錯，引導學生從問

題中找到解決的辦法。 

 

     Sternberg（1996）探討教師實施創意教學活動時的教學策略有下列 12項： 

（一）提供具有創造力角色之典範。 

（二）鼓勵對假設提出疑問。 

（三）容許犯錯。 

（四）鼓勵去冒險通曉事理。 

（五）鼓勵學生尋找題目並設計方案。 

（六）研究計劃並評鑑其創造。 

（七）多獎勵創造性構想和產品。 

（八）多給予時間思考。 

（九）寬恕含糊。 

（十）指出創造思考者常面對的障礙。 

（十一）鼓勵積極努力成長。  

（十二）認識並營造創造思考所需要的環境。 

 

    創意教學活動過程中有三個主要影響教學成效的因素，分別為創新教法、創

新教材與創新環境，針對這三個因素其教學策略就有所不同。Hong（2002）因上

述而提出創意教學策略有三方面的創新：（引自林雅玲，2003） 

（一）創新教學方法層面：創意教學中，進行教學過程所採用的各種活動，分為

教學導向、討論導向、遊戲導向、e 化教學導向、專題研究導向。 

（二）創新教學材料層面：包含使用儀器設備、自製教材、外購教材等三方面。 

（三）創新教學環境層面：有虛擬實境、戶內實境和戶外實境三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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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林惠貞（2001）認為課程與教學的創新，有些觀念必須加以釐清：1. 改變不

是花招越多越好，而是改變了會更好。2. 學習單不是越多越好，而是用了會學得

更好。3. 教學之創新在精不在多，在啟發不在抄襲。 

    本研究將以發展學校本位課程為中心，讓教師發揮其創意教學。在創意教學

策略方面，Litterst、Eyo、Sternberg 和 Lubart 以及吳清山皆強調「營造班級良好的

學習氣氛」為教學環境，Sternberg也提出要營造創造思考所需要的環境，Hong更廣

義的說要創新教學環境，可見，教學環境是影響創意教學最重要因素之首。有了

良好的教學環境，配合著學校本位課程，教師運用創意教學策略對學生實施創意

教學，相信學生定可於過程中活潑快樂的學習。 

    本研究將以 Skilbeck 指出的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步驟及吳清山綜合多位學者研

究，而提出的創意教學具體做法，來探討學校本位課程方面如何發展創意教學的

歷程，如圖2-4。 

 

 

 

圖2－4 學校本位課程方面－創意教學發展歷程（整理自 Wallas，1926、Skilbeck，

1976、吳清山，2004） 

 

（一）準備期 

    教師考量學生需要、家長期望、學校條件以及社區特性著手研究課程，並且

必須符合學生各個階段的課程綱要及能力指標。教師此時要去發現學校本位課程

的問題與困難，也開始知覺教學活動的靈活性，只要教師肯用心接觸、觀察或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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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相關教學資訊，教師設計的學校本位課程也就萌芽了。即為情境分析、目標訂

定期。 

（二）醞釀期 

    課程設計的原理是由易而難、由簡而繁、由具體而抽象、由舊經驗到新經驗、

由已知到未知。教師處理、分析訊息並尋找可應用並融入的資料、資訊及資源，

將學生所學知識連貫並結合社區特色，使得課程知識與生活週遭相結合，所謂「學

習即生活，生活即學習」。即為方案建立期。 

（三）豁朗期 

    該階段的教師會形成合作共建的良好默契，將符合學生知識、學校及社區特

色以及家長期待的課程呈現出來。即為解釋與執行期。 

（四）驗證期 

    將學校本位課程實施教學活動中，藉由學生的學習再作更完善的修正，使得

課程更趨符合學生知識、學校及社區特色。即為評鑑修正期。 

 

    欲使教學活動能發揮應有的功能，達成教學目標的效能，本研究統整上述各

家對創意教學的看法，歸納五點作為本研究探究的方向： 

（一）學生表現：學生的表現代表了教師在創意教學的成果，也是學生創意的表

現，兩者是相輔相成的。 

（二）師生互動：教學過程中，教師與學生之間的互動情形，代表了創意教學的

效果，以及教學策略使用的情況。 

（三）教學策略：創意教學策略有創新的教學方法、創新的教學材料、創新的教

學環境、創新的教學思維、創新的教學計畫等（林雅玲，2003；張世宗，2002；

羅綸新、許育彰，2003）。 

（四）評量方式：教師若具有創意，應在評量方面思考及評估學生的學習，更進

一步設計多元、變化的題型來做評量工具。 

（五）教學環境：良好且適當的教學環境會增進學生的學習效果。 

      上述五點均可融入Hong提出的創意教學策略，本研究也將以此創新教學方

法、創新教學材料及創新教學環境三層面為研究方向及實施策略。 

    教師不一定天生具有創造力，但也可以成為具有創意教學（creative teching）

的老師，只要教師願意不斷學習、嘗試並改變自己的教學行為，亦可以使自己的

教學歷程展現新奇且多樣的成效。教師本身的專業知能是創意教學的重要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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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創意教學的影響機制 

 

    教師要開啟「創意教學」之路，學校要藉此成為「創意教學」的學校，相信

會有很多因素牽制著、影響著。Giaconia、Hedges（1982）指出採用開放式教育會

使學生有較多機會去做較深入的探討，進而有助於學生創造力的發展（引自葉玉

珠、吳靜吉、鄭英耀，2002）。Houtz（1990）指出若教師本身是角色楷模且支持

與接納學生的想法，會有利於學生創造力的發展。Sternberg & Lubart（1995）提出

動機是創造力的必要元素，對任務專注的動機是創造力的主要關鍵。Siau（1995）

認為個人特質是影響創造力發展的重要因素，個人特質包含：認知、人格特質、

動機傾向以及知識種類。Sternberg & Lubart（1996）指出若學校走出固有封閉、守

舊、過度強調規矩以及學業成就的氣氛，定能營造出有利於創造力教育的環境（引

自葉玉珠、吳靜吉、鄭英耀，2002）。 

    根據Csikszentmihalyi（1996/1999）的研究，良師對於創造性人物有關鍵性的影

響且家庭教育與環境對於兒童時期創意的發展、成年時期創意潛能的展現都具有

重大影響（引自葉玉珠，2006）。再者，Csikszentmihalyi（1996/1999）又針對 91

位享富盛名的領袖人物進行創造力研究，發現早年的成長背景與經驗對創造力的

發展影響深遠，正面的家庭經驗、激勵的情感環境和高度的期許等，皆能刺激孩

子創造力的發展（引自葉玉珠、吳靜吉、鄭英耀，2002）。洪榮昭（2001）指出傑

出科技創意學生的人格特質為好奇的、自信的、負責的、會運用時間的以及愛創

新的。吳清山（2002）認為創意教學的主要關鍵在於教師本身的人格特質和教師的

專業知能。黃湘媛（2005）認為影響創意教學的因素有四點：（一）教師的人格特

質。（二）教師的專業知能。（三）教師同儕間的合作。（四）學校的組織文化。 

    綜合上述，影響創造力的因素有動機論、個人特質（學生及教師）、教師的

專業知能、學校的教育環境、學校的組織環境以及家庭教育方面。創意教學著重

於教師的創造力，在教學過程中，透過教師創意教學的方法來達成教學的目的，

其目的就是引起學生學習、維持學生學習動機進而產生有效學習。如何讓教師的

創造力發揮的淋漓盡致，週遭的人、事、物都是重要的因素，從上述可歸納出：

1. 學生方面的創造力。2. 教師本身方面的創造力。3. 學校行政組織方面的創造

力。4. 學校環境方面的創造力。5. 家庭方面的創造力。我們以葉玉珠（2000）從

匯合取向的觀點所提出的「創造力發展的生態系統模式」：小系統（microsystem）、

中系統（mesosystem）、外系統（exosystem）、以及大系統（macrosystem）四個系

統來解釋影響創造力發展的因素。其中，小系統是指個人特質、中系統是指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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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學校環境、外系統是指工作的組織環境、大系統是指社會文化及價值體系。然

而，小系統和中系統對於學生的創造力有較直接的影響，外系統和大系統對於學

生的創造力有間接及潛在的影響。相較而言，詹志禹在創造力教育白皮書中，歸

納影響創造力的發展因素有校內系統因素及校外系統因素，此與葉玉珠所提出的

「創造力發展的生態系統模式」大致相似，詹志禹的校內系統因素包含：學生方

面、教師方面、學校行政方面以及校園環境方面；校外系統因素包含：家庭方面、

教育行政機關方面以及外界資源提供方面。本研究將兩者歸納綜合如圖3－1所示： 

 

         

圖3－1 影響創造力發展因素（整理自 葉玉珠，2000、詹志禹，2001） 

 

  本研究將以詹志禹（2001）在創造力教育白皮書中所歸納的影響創造力發展因

素：校內系統因素及校外系統因素來研究創意教學的影響機制，可歸納如圖 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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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創意教學的影響機制（整理自 詹志禹，2001） 

 

從圖3-2的資料中，創意教學的影響機制敘述如下： 

 

一、校內系統因素 

 

（一）學生方面 

 

1. 學習的內在動機強烈 

    從個體內在系統來看，動機因素是發展創造力的必要條件，當個體對事物缺

乏學習動機時，將不會付出注意力、進行思考或展開嘗試，自然就無機會發展出

它的創造力。所謂「內在動機」即是個體對事物本身感到興趣，因為喜歡該事物

而從事其工作或活動，不是為了金錢、獎品、讚賞、名聲或害怕處罰等外在因素

而工作。Amabile(1996)認為「內在動機(intrinsic motivation)」是影響個人創造行為的

最主要因素，Csikszentmihalyi (1996)訪談傑出創造成就者發現，這些創造成就者在

從事創造行動時，都有一種所謂的「福樂經驗」(flow experience)就是全神貫注、樂

在其中、超越時空相對性的忘我經驗（引自林偉文、吳靜吉、詹志禹，2003），這

導源於強烈的內在動機，也就是創造的本身就是一種快樂，這樣的經驗也促使個

人在未來繼續投入問題解決的努力。 

    在學校中，學生的工作就是學習，一個學生如果對某個科目或領域的學習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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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內在動機，在學習活動中，他會覺得有趣並具挑戰性、會很專注甚至忘記時間

的流逝，他可以工作很久甚至不肯停止，從中獲得滿足感與成就感，不需外在的

誘因也會主動學習，這樣的學習精神對該生在此科目或領域的成長、創造與自我

突破是相當有利的，也較易發展出創造性成就。 

 

2. 具備敏銳的問題發現能力 

    詹志禹（2001）指出「問題發現」（problem-finding）不是僅將一個已經存在

或位在某個地方的現成問題尋找出來而已。我們先從互動論（interactivism）的觀點

來看，「問題發現」是由認知主體設定目標及條件限制，進而形成問題結構，其

結構包含構想、界定、形成、評估、重塑與創造。Getzels & Csikszentmihalyi（1976）

認為「問題發現」應包含：審視問題、提出問題、形成問題以及創造問題（引自

詹志禹，2001）。Sternberg & Davidson（1986）發現資賦優異者具有超乎一般人的

問題發現能力。完形心理家指出有創意的問題形成就需要有創意的解答，因此，

良好的佈題是整個問題解決歷程當中最具創造性的部份。所以，Getzels（1987）認

同「問題發現」（problem-finding）與「問題解決」（problem-solving）是兩個連續

的概念，並強調「問題發現」能力對創造性成就的影響。Jay & Perkins（1997）將

其歸為四部份：1.構想並審視問題。2.界定並形成問題。3.評估問題。4.創造問題（引

自詹志禹，2001）。在學校中，教師若屬於佈題者的角色，於教學情境中提供學生

發現問題的機會，鼓勵學生形成問題、解決問題，在進一步也可由學生擔任部份

佈題工作，如此，相信學生較易發展出創造性成就。 

  

3. 勇於嘗試、不怕錯誤及失敗 

    在問題解決歷程當中，解題者必須使用天賦智慧、經驗智慧以及嘗試錯誤來

解決問題，問題越困難、越新穎，解題者遇到的挫折及失敗也越多，只有不斷的、

多次的嘗試解決問題，才會提高成功的機率。相反的，若害怕困難、害怕失敗，

解題者一開始即放棄，就沒有機會解決問題，更遑論在此可發展出創造性成就。

在學校中，若學生自主性強、挫折容忍度高、勇於嘗試、喜歡接受挑戰、不輕易

放棄，較易發展出創造性成就。 

 

4. 重視自我的成長 

    就多位學者的論述，個人層次的發展、成長與自我突破都有助於其社會及文

化層面創造性成就的傑出表現，年齡越小者若越重視個人層次的創造，相信較易

發展出創造性的成就。如詹志禹（2001）所歸納的階段性的創造，它包含四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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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階段一：創造一些對自己而言是新穎的、非習慣性的產品。（2）階段二：

創造一些對自己而言是新穎的、非習慣性的以及個人所珍視的產品。（3）階段三：

創造一些對自己而言是新穎的、非習慣性的以及個人所珍視的，對社會文化而言

是非傳統性產品。（4）階段四：創造一些對自己而言是新穎的、非習慣性的以及

個人所珍視的，對社會文化而言是非傳統性且為社會所珍視的產品。就小學階段

而言，以階段一和階段二為主，強調自我比較、成長、突破、進步以及創新。如

此，重視自我的成長，定對發展出創造性成就較有利。 

 

5. 具備掌握與判準的能力 

    創造性成就會因個人的不同而有個別差異，Campbell（1960）指出其原因之ㄧ

是個體未將選擇判準內化（internalize）或所內化的判準與專家所依據的判準不同。

以系統觀點來論，Csikszentmihalyi（1988/1999）指出個人生產的各種變異產品，必

須經過學門（field）社群的判斷與選擇，才可能成為社會文化所保留的創造性產品；

相反的，若無法通過學門的選擇，產品自然就淘汰了（引自詹志禹，2001）。個人

若想要有傑出的創造，必先掌握學門社群的判斷原則及標準，才能判斷自己作品

的品質，進而珍視自己的作品。在學校中，學生若能掌握若干判準，才可能判斷

自己的作品、作業的優劣好壞，進而可以修正或改善自己的作品、作業，這是屬

於初步的判準，大多來自同學、教師與父母，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若能如此，

相信對發展出創造性成就較有利。 

 

6. 具備溝通與傳播的能力 

     Sternberg & Lubart（1995）創造性人物的特徵包括：（1）創造者能看出自己

產品的潛力，並對其非常有信心。（2）創造者須具備能說服、行銷和傳播別人觀

念的能力以及改變別人價值觀的能力。Simonton（1984）將創造力視為一種說服別

人的行動，甚至將創造力當作一種領導力、一種影響他人的能力（引自詹志禹，

2001）。在學校中，學生若能將自己的作品解說給別人聽或能跟別人溝通自己的創

意，此能力若持續發展下去，相信對發展出創造性成就較有利。 

  

    綜合言之，學生在學習方面，歸納為以下四點的建議（曾望超，2004）：1. 培

養主動觀察並自動提問的態度，激發學習的動機與能力。2. 勇於面對難關，運用

知識與經驗來解決問題。3. 培養與人分享、分工合作的溝通能力，發揮團隊合作

的精神，以獲得更多創意學習的點子。4. 培養廣泛的興趣，將學習的觸角延伸到

學校以外，在知行合一中快樂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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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師方面 

 

1.動機層面 

    所謂動機層面是指內在動機方面，對教學工作具有內在動機的教師，有利於

教師自身與學生發展創造力。有些教師本來並不熱衷於教學工作，然而時間久了，

卻從教學工作中獲的成就感、從學生成長中獲得滿足感，進而發展出教師的內在

動機。在教學中，教師對自己的教學領域或科目非常熱衷，覺得教學工作非常有

趣並具有挑戰性，如此具有高度內在動機的教師，比較願意追求自我專業成長、

突破，進而追求創意教學。誠如李遠哲院長於教改會總諮議報告書第五章「塑建

教育遠景」中所言：教育改革成功的關鍵在教師，教師不再只是知識的傳授者，

而是協調者、督導者、學習環境的設計者。這就有利於自身與學生創造力的發展。 

 

2.成長層面 

    從學習型組織的角度來看，Senge（1990）指出學校是以學習活動為核心的組

織，學生是學習者，教師也應樂於學習，除了自身學習外，更應強調團隊學習、

合作分享。從知識經濟的角度來看，教師的知識若能與其他同仁互相流通、彼此

坦誠溝通，對知識的創造、個人的成長以及建構成學習型組織是非常有助益的。

在教學中，願意與其他教師合作分享、促進彼此間的知識流通，並追求自身專業

成長的教師，會有利於自身與學生創造力的發展。 

 

3.教學層面 

     學層面包含教學目標、教學活動、教學歷程、教學方法與教學策略。在教學

目標上，教師應以「培養學生的自信、挫折容忍度與獨立學習的能力，進而孕育

出學生的創造力。」；在教學活動上，教師應以「活潑有創意的活動、快樂的學

習氣氛以及寬廣的思考空間，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在教學歷程上，教師應

以「準備期、醞釀期、豁朗期及驗證期」四階段，來培養學生的創造力。在教學

方法上，教師應以「引起學生的好奇、趣味、驚奇以及有意義感為方向，而不是

升學壓力或契約性的獎懲。」Mayer（1990）指出契約性的獎懲容易破壞學生的內

在動機，失去了學習的真正動力。在教學策略上，教師應以多元活潑的方式，採

用創意教學的具體做法來提升學生的創造力。創意教學最主要目的在於讓教學活

潑生動且富有創意，以激發學生學習興趣。 

 

    綜合言之，曾望超（2004）針對教師方面提出下列幾點建議：1. 教師應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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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培養分享與合作的態度。2. 善用教學技巧，例如：問題解決、腦力激盪、

六頂思考帽法…等技巧。3. 善用機會教育，留意教學情境中的細節，將每件事當

作創意產生的契機，這最能加深學生的學習印象。4. 以學生為教學的中心，創造

多元的學習環境。5. 採取多元化的方式評量學生的學習。 

 

（三）學校行政方面 

 

1.行政人員方面 

    在多元化的民主時代裡，行政職位已不再那樣吸引人，行政單位已逐漸轉為

服務，許多教師都已不再考慮接任行政工作，但，仍有教師覺得行政工作有趣且

富挑戰性，願意投入並創新領導，進而去思考規劃學校的願景，在現今講求團隊

合作的時代，行政人員也必須發揮創意的思考，激盪出教師對創意教學的熱忱，

讓教師發揮出獨特的創意來設計教學。 

 

2.整體組織方面 

    教育是百年樹人的工作，無法立即性、明顯性的看出孩子個性的調整和潛能

的發展，那是需要時間等待的。學校組織如果具有系統思考能力，那學校就會比

較擅於處理問題或預知問題，可以預防各種問題於先前且反應都很迅速，這即是

有機組織（organic organization）的特質。Senge（1990）指出系統思考包含兩個特

質：（1）整體思考：找出制度上或結構上的問題，避免個人或本位主義形成問題。

（2）具有遠見：追求明確的願景，規劃長期發展計劃。 

 

3.領導者領導方面 

    教師教學有創意比較有利於學生的創造力，從組織經營層面來看，領導者必

須鼓勵教師實驗創新、鼓勵教師專業成長、鼓勵教師對學生的評量方式多元化。

若教師願意對教學進行實驗或改革，學校行政團隊應盡量給予這類教師在經費方

面、在軟、硬體設備方面以及各方面的支援及支持。創新是需要活力的，教師在

班級經營方面應保持人文尊重、自由思考以及多元參與的氣氛；學校行政團隊在

學校組織經營方面也應保持人文尊重、自由思考以及多元參與的氣氛，對於全校

性事務盡量讓大家多元的參與再來整合意見，唯有創新的行政，方能促進創造力

教育的整合與銜接。校長是影響整體校園風氣與文化的關鍵人物，若由校長帶頭

做起，讓學校由上而下接充滿創新的氣息，將創意教學的成效遍及各階段、各階

層的學生，使學校成為「創意教學」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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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具體做法上，曾望超（2004）給予學校行政方面幾點建議：1. 鼓勵教師在

職進修，參與創意教學相關活動或競賽。2. 給予教師更多教學的自由空間，以發

揮其專業角色，並從事教學的創新。3. 針對教師創意教學的課程，鼓勵學生給予

教師正面回饋，形成學校風氣，引發教師間見賢思齊之心。4. 成立創意行政團隊，

結合大家的力量邁向更高層的自我挑戰。5. 成立教學資源中心，讓教師交換教學

心得。 

  

（四）校園環境方面 

 

1.具啟發性的物理環境 

    所謂「境教」即是物理環境，它對人類心理作用會產生些許暗示作用，這一

直是教育界所重視的潛在教育。學生所接觸到任何角落的校園環境，包含建築、

佈置以及動植物等，都會引起學生豐富的想像和引發學生自由自在的擴散性思

考。同時，校園也要營造出可以給教師自我成長的空間、支持教師發揮創意教學

的校園環境，讓教師發揮內心創意的潛能，自然可以培育出具有創意精神的教師，

也才能讓學生發展出創造性成就。 

    學校要打造出高創意的教學空間及環境，但，礙於學校空間有限又無法拓展

時，學校的總體課程規劃、老師的教學設計及教學方式就是帶領學生走向創意學

習，帶領學校走向創意經營的主要推動力量。 

 

2.具多元性的校園氣氛 

    校園氣氛是由全校師生共同形塑，若教師容許學生多元看法並鼓勵學生回答

不同答案，讓校園時時充滿多元知識的激盪，教師與學生互相都能欣賞彼此不同

的創意、勇於表達不同的觀點，如此良性循環下去，定有利於學校發展出創意教

學。 

  

二、校外系統因素 

 

（一）家庭方面 

 

    父母的教養方式、親子關係以及家庭環境氣氛均可能影響孩子創造力的發

展。就父母教養方式而言，陳龍安（1998）認為父母的心情開放、容易溝通並且能

鼓勵孩子適當的好奇心，會使孩子有探索、想像、實驗、質疑及驗證的機會，促

成其獨立自主的個性且有助於孩子創造力的發展。洪榮昭（2001）指出傑出科技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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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學生的家長在教導方面大部份是以策略及民主的方式，較少使用權威的方式。

就親子關係而言，Hale & Windecker（1992）發現家長多給予孩子愛及獎勵，少給

予情緒的投入及干涉，以避免過度的保護，有助於孩子創造力的發展（引自葉玉

珠，2005）。就家庭環境氣氛而言，Olszewski、Kulieke & Buescher（1987）綜合文

獻結果認為能互相關注、信賴與支持的家庭關係、能充分溝通意見與表達感受的

家庭關係、會注重知性文化與活動的家庭關係以及重視成就或成功的家庭，均有

助於孩子創造力的發展。（引自葉玉珠，2005）相信給孩子一個自由與安全的心理

環境以及一個充裕的物質環境，對孩子創造力的發展都有正面的影響。 

    本研究的焦點在學校教育，當學校很努力的在培養學生創造力時，家庭方面

如何做，對學生創造力的培養是有加乘的效果？綜合上述，第一：父母不能只有

重視孩子的學業成績，其他方面的發展也應重視，否則將局限孩子的潛能發展，

應讓孩子有多元的學習機會。第二：父母盡量勿拿自己的孩子與別人的孩子做比

較，這容易造成孩子的挫折感，促使孩子因外在動機而努力。第三：父母應在意

的是孩子的自我成長和自我比較，也就是孩子有無進步而不是有無勝過別人。第

四：父母應容許孩子自由的探索、發展個性，營造輕鬆且有創意的環境。這樣定

有利於學生發展出創造性成就。 

 

（二）教育行政機關方面 

     

教育行政機關若期望學校組織能夠創新、期望學校人員具有創造力，就是多

鼓勵學校創新改革、多鼓勵學校發展自己的特色、多鼓勵教師自我專業成長，並

盡力提供學校行政上的資源。曾望超（2004）提出幾點建議：1. 師資培訓與在職

進修研習中，加強創意教學的概念及技巧，多給予適度的彈性空間，於培訓進修

中即融入創意教學，相信定可得到見賢思齊之效。2. 盡量擴展創新教學競賽的內

涵與範圍，讓更多教師有參加的意願。3. 開設一個專人維護並提供心得交流的網

站，鼓勵創意教學的成果於網站中展現，若經專家學者評審通過，以誘人的獎金

來獎勵。4. 實施重大教育政策時，先與基層教師溝通並輔以實驗的方式進行，以

產生共識再全面貫徹實施。這有利於教師的教學、學生的學習，更有利於形塑創

意教學的學校。 

 

（三）外界資源提供方面 

     

教育行政機關若盡力提供學校行政上的資源，但，資源有限對學校而言或許

仍會有不足，此時，學校可盡量尋求家長的支援、學校社區的支援或社會各民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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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的支援。學校只要能提出規劃完整的革新方案、提昇教育品質的改善方案，

相信均可獲得家長、學校社區或社會各民間團體提供的充分資源。這有利於教師

的教學、學生的學習，更有利於形塑創意教學的學校。 

   

    綜合言之，學校教育主要是透過教室氣氛、良師及學校環境等因素影響學生

創造力的發展，其中又以良師為最主要的影響因素，良師影響學生創造力的發展

主要是透過營造創意教室氣氛、創意教學、學習楷模以及創意教學行為。綜合文

獻探討（杜明城譯，1999）正面的學校環境有助於創意的啟發與發展，其因素為： 

1. 同儕楷模的學習。 

2. 良好的師生互動關係。  

3. 教師表達對學生創意表現的期望與信心。 

4. 教師提供安全、和諧的學習環境並提供創意的楷模。 

5. 學校課程運用創意教學，提供思考訓練的能力。 

 

    葉玉珠（2005）創意是可以提昇的，提昇的程度視個體（生育）與環境（養育）

互動的結果而定，我們必須瞭解孩子的氣質與人格特質，以提供適當的期望與環

境，幫助孩子發展創意的潛能，使得「生活即創意、創意即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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