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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斯本的創意聖經~激發學生學習的渴望與創新的勇氣 

嘉義高商 李翠蓮 

壹、 前言 

108 課綱以「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為願景，以學生為學

習的主體，希望能兼顧學生的個別需求、尊重多元文化與族群差異、關懷弱勢群

體，透過適性教育，激發學生對於學習的渴望與創新的勇氣，並善盡國家公民的責

任展現共生智慧，成為具有社會適應力與應變力的終身學習者。 

為落實課綱的理念與願景，訂定「啟發生命潛能」、「陶養生活知能」、「促

進生涯發展」、「涵育公民責任」等四項總體課程目標，貫穿十二年國民基本教

育，考量各學習階段特性，結合核心素養加以發展。 

12 年國教願景架構圖      資料來源: 108 課綱資訊網 

專題實作常需引導學生構思企畫案的主題或產品，如何激發學生對於學習的渴望

與創新的勇氣，課程的設計就需透過一些創意發想的工具與框架，引導學生產出充滿

廣度的點子，探索更多的可能性，連結與創造超出我們想像，卻有趣、有效、可行的點

子。「腦子激盪」的課程設計，透過討論，學生不僅提升上課的專注力，學習成效也跟

著有所進展。期許透過類似的課程設計，能激發學生對於學習的渴望、創新的勇氣與

智慧的展現，成為具有社會適應力與應變力的終身學習者。 

貳、 教學目標  

一、 了解“奥斯本检核表”的作用和意義。 

二、 能應用“奥斯本检核表”的方法進行創新思考。 

三、 運用範例来增進學生對奥斯本检核表的理解。 

四、 培養學生的思维訓練，激發學生對於學習的渴望、創新的勇氣。 

參、 內容介紹 

一、奧斯本的「創意聖經」由來 

1. 作者為「腦力激盪之父」亞歷克斯·奧斯本（Alex Faickney Osborn），他被譽

為美國創新技法和創新過程之父。他創立的機構有：Creative Education 

Foundation，同時也是 BBDO 的聯合創始人。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reative_Education_Foundation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reative_Education_Foundation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B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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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書名《創造性想像》:該書在美國的銷量一度超越聖經。內容記載奧斯本的思維

方式，閱讀且能有效運用書中內容的話，即使你是一個普通人，都能變得比之

前更有創意和創新能力。 

奧斯本的這套創新體系，不單單可以幫助普通人更好地增強創意，更重要

的是，他嘗試用「機械化」的問題，來對抗人類的「機械性」。 

創新的最大敵人，就是我們自己的思想。我們自己很難跳出自己的思維

圈，去創造新的創意。而「奧斯本檢核法表」是通過規範的思維模式，幫助人

們跳出自己的局限思維，去尋找新答案。 

3. 「奧斯本檢核表法」-分為下列 9個原則: 1.挪用、2.應用、3.擴大、4.縮小、

5.變更、6.代用、7.調換、8.倒轉、9.結合。透過這 9個原則的運子，幫助無

數的企業產生數以萬計的商業新創意。 

二、「奧斯本檢核表法」 

(一)蘋果公司的創新方式 

在說明檢核表 9原則的內容前，先舉例示範該內容的應用(如表一)，希望

能讓大家先理解再來了解 「挪用、應用、擴大、縮小、變更、代用、調換、倒

轉與結合」的意涵，以利教師上課說明及引導學生時能更得心應手。 

下列的例子取自「創新其實很簡單！你也能學習蘋果公司的開掛創新思

維」網路這篇文章，作者認為:「為了讓大家真正理解這套創新思考流程的本

質。我把蘋果公司的產品來做例子說明。我們不知道蘋果公司是否有直接使用

這個表法，但我們明顯地發現蘋果公司的產品開發過程，和這套思維模式高度

一致。所以也說明了，這套模式是真正可行的。」(何必 WHY, 2019)。 

表一 蘋果公司的創新方式 

「奧斯本檢核表法」的 9大思考方式： 

1. 挪用： 2. 應用： 3.擴大： 

指現有方案或技術應用在

其他方面。 

把其他領域的類似技術或

方案用在目前項目上。 

把原本的事物增大。 

當我們還在為忘記手機開

鎖密碼而煩惱時，蘋果把

原來用於司法領域的指紋

識別技術，用於新款的

iPhone中，讓開鎖更快捷

更安全更方便。 

代表作品：Apple 

Pencil。把手寫、手繪靈

感，引入到平板當中。 

為什麼會有 iPad？最簡單

的思路就是，把我們的手

機變大，讓影音觀感更

好，也讓原來在手機里的

APP有更多的使用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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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縮小： 5.變更： 6.代用： 

把東西縮小一些。 把現有東西改變一下。 嘗試用其他東西代替。 

這個估計很多朋友馬上就

想到了例子。那就是火爆

一時的 iPad mini。當我們

把平板縮小到可以袋進褲

子，新的產品就誕生了。 

近年來，iPhone最大的突

破在於推出全面屏手機。

這裡邊，就是把原來的傳

統螢幕改一下。 

全面屏的使用，必然使得

原來的指紋解鎖方案無法

實施，因為沒有了實體

鍵。那怎麼辦呢？蘋果推

出了人臉識別方法，用這

個技術代替原來的指紋解

鎖技術 

7.調換： 8.倒轉： 9.結合： 

將因果關係或順序改變，

來創造新創意。 

把原有方案或產品做相反

的改變。 

把幾樣東西結合在一起。 

這裡要向果粉們請教了。

歡迎把你們的答案留言給

我們！ 

比如，iPad的出現原來是

為了把手機的感官刺激擴

大化。但後來，通過逆向

思維，創造出的 iPad mini

也非常受歡迎。 

當賈伯斯在展示第一台

iPhone的時候，他介紹到

這個手機是個人電腦、手

機和 iPod的融合。其實，

iPhone的研發這正是基於

一種組合思維。 

資料來源:取自網站 https://kknews.cc/news/99m8eoq.html及自行彙整 

(二) 「檢核表」內容說明 

1. 基本定義: 

「奥斯本檢核表」是對於某特定要求而制定的檢核表，主要用於新產品的

研發。其以發明者亞歷克斯奥斯本命名、引導人在創造過程中對照 9個方面的

問题進行思考，以便啟迪思路、開拓思維想像的空間、促進人們產生新設想、

新方案的方法。故此檢核表又被稱為「創作之母」。  

2. 實施步驟: 

奧斯本檢核表經由 9類 75個問題，以啟發如何提出問題和思考問題，使思

路沿著正向、側向、逆向及合向發散開來。因此它的側重點是提出思考問題的

角度而不是步驟，它的核心是啟發和發揮聯想的力量。奧斯本檢核表法的實施

三步驟如下: 

 

1.明確問題

•根據創新對象明確需
要解决的問题。

2.檢核討論

•根據需要解決的問题，
參照表中列出的問题，
運用豐富想像力，強
制性得一個個核對討
論，寫出新想法。

3.篩選評估

•對新想法進行篩選，
將最有價值和創新性
的想法篩選出来。

https://kknews.cc/news/99m8eoq.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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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優點: 

 打破思維惰性：思維惰性就是不想浪費腦細胞，不想去做思考，通常都會用

我們常用的思維來進行思考，這個時候，表示你已經開始進入了思維的舒適

區，在舒適區生活的越久，成長就越慢。利用「奧斯本檢核表法」刺激你的

大腦，讓自己逃離自己的思維舒適區，進而思考和改變。 

 開擴思維格局：所謂思維定勢，就是按照積累的思維活動經驗教訓和已有的

思維規律，慣性思維在情境發生變化時，它則會妨礙人採用新的方法是束縛

創造性思維的枷鎖。藉由這個檢核表，幫助人們突破思維定勢，激發人們的

想像力。 

 建立思維自信：創新思維自信是指相信自己有能力改變周圍的世界，擁有思

維創造力自信的人會有很強的自我效能感，相信自己有創造力，敢於挑戰挫

折和失敗。在創新的過程中，很多人害怕提問錯了被人嘲笑，而奧斯本檢核

表法提供了提問的清單，有效幫助人們突破不願意提問不會提問的心理障

礙，幫助人們建立提問、思考、想像和創新思維自信。 

4.內容分為 9個維度 75個問題: 

人類從問號中得到的啟示比從句號中得到的多的多。——奧斯本 

奧斯本檢核表法從 9個維度 75個問題，幫助我們拓寬想像，思考問題和解

決問題。此 9個維度 75個問題對於任何領域創造性地解決問題都是適用的，這

75個問題不是奥斯本憑空想像的，是他在研究和總结大量近、現代科學發現、

發明、創造事例的基礎上歸納出来的。茲將「奥斯本檢核表」的中文版及英文

版說明於表二及表三 

表二 「奥斯本檢核表」 

1.是不是有其他用

途？ 

2.能不能應用其他構想？ 3.能不能修改原物的特性？ 

•現有的東西（如

發明、材料、

方法等）有無

其他用途？ 

•保持原狀不變，

能否擴大用

途？ 

•稍加改變，有無

别的用途？ 

•能否從别處得到啓發？ 

•能否借用别處的經驗或發

明？ 

•外界有無相似的想法，能

否借用？ 

•過去有無類似的東西，有

什麼東西可供模仿？ 

•誰的東西可供模仿？ 

•現有的發明能否引入其他

的創造性想法之中？ 

•現有的東西是否可以作

某些改變？ 

•改變一下會怎麼樣？ 

•可否改變一下形狀、顏

色、聲音、味道？ 

•是否可改變一下意識、

型號、模具、運動形

式？ 

•改變之後，效果又將如

何？ 

4.可否增加些什

麼？ 

5.可否減少些什麼？  6.能不能以其他東西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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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的東西能否

擴大使用範

圍？ 

•能不能增加一些

東西？ 

•能否添加配件、

拉長時間、增

加長度、提高

強度、延長使

用壽命、提高

價值？ 

•縮小一些會如何？ 

•現在的東西能否縮小體

積、減輕重量、降低高

度、壓縮、變薄？ 

•能否省略一些配件？ 

•能否進—步細分？  

•可否採用其他成分、材

質、製造程序？ 

•可否以不同地點取代？ 

7.能不能替換？ 8.能不能反轉？ 9.能不能重新組合？ 

•從調換的角度思

考問題，更換一

下，會怎麼樣？ 

•倒過來會如何？ 

•正反是否可以倒換？ 

•可否用否定代替肯定？ 

•從綜合的角度分析，組

合起來會如何？ 

•能否裝配成一個系統？ 

資料來源: https://www.digitalyoming.com/osborn-checklist/及自行彙整 

表三  

1 Other uses? New ways to use as is? 

Other uses if modified? 

2 Adapt? What else is like this? 

What other idea does this suggest? 

Does past offer parallel? 

What could I copy? 

Whom could I emulate? 

3 Modify? New twist? 

Change meaning, colour, motion, odour, taste, form, shape? 

Other changes? 

4 Magnify? What to add? 

More time? 

Greater frequency? 

Stronger? Higher? Larger? Longer? Thicker? Heavier? 

Extra value? 

Plus ingredient? 

Duplicate? 

Multiply? 

Exaggerate? 

5 Minify? What to subtract? 

Smaller? Condensed? Miniature? Lower? Shorter? 

Narrower? Lighter? Omit? Streamline? 

Split up? 

Understate? 

Less frequent? 

6 Substitute? Who else instead? 

What else instead? 

https://www.digitalyoming.com/osborn-check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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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https://www.ifm.eng.cam.ac.uk 

 

5.「檢核表」示例 

《點子變現術》的作者安達元一(2019)在其書中，提及「奧斯本檢核表法」，

是現在會議上最普遍使用的發想法。此檢核表設定九個項目，藉由強制使用機械化

的檢核表，去除自己的成見或聯想，以此產生新構想。並在書中分享醫療用品提案實

例:「前所未見的繃帶」，其內容如下: 

「 SM 先生（26 歲）是個年輕上班族，任職於綜合醫療用品廠商。他雖然在醫

療用品公司的企畫課工作，但並非出身藥學或化學系，而是普通的文組。專業度愈高

的職場，發想愈容易僵化；他出身醫療之外的科系，所以公司很期待他在商品企畫上

有所發揮。這次的企畫案是個難題，公司要他提出「前所未見的繃帶」提案，目標是

開發新市場。他要試著想出出人意料的繃帶新用法。 

SM 先生首先填入主題，然後對照檢核表的九個項目，強迫自己想出點子。重點

是強制發想，所以請暫時忘記自己一向的務實面，不要考慮「是否可行？」「可以用

在哪裡？」等問題。 很多情況下，只要下定決心拋開自己，身邊的人就會幫忙想到

出乎意料的使用方式或實行方法。這個方法嚴格禁止「篩選點子」。因為是單純的作

業，任何人都能很快完成。但平常完全想不到的點子，就像被機械化地製造出來。」

(安達元一。2019)。 

藤本貴之博士說:「要產生獨創性點子或前所未見的構想，首先要擺脫「成見」或「既

有觀念」的強烈束縛。」束縛必須自己打破，這是最困難的一點。奧斯本檢核表法的

Other ingredient? 

Other material? 

Other process? 

Other power? 

Other place? 

Other approach? 

Other tone of voice? 

Other time? 

7 Rearrange? Interchange components? 

Other pattern? 

Other layout? 

Other sequence? 

Transpose cause and effect? 

Change place? 

Change schedule? 

Earlier? Later? 

8 Reverse? Transpose positive and negative? 

How about opposites? 

Turn it backward, upside down, inside out? 

Reverse roles? 

Change shoes? 

Turn tables? 

Turn other cheek? 

9 Combine? How about a blend, an alloy, an assortment, an ensemble? 

Combine units? 

https://www.ifm.eng.cam.ac.uk/research/dmg/tools-and-techniques/osborns-check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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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想方式，並非自己絞盡腦汁去「思考」如何處理課題，而是機械化地套用「挪用、

應用、擴大、縮小、變更、代用、調換、倒轉、結合」這九個項目。SM 先生這次的

主題是「前所未見的繃帶」。「繃帶」就是「貼傷口的醫療用品」，他必須想出前所

未見的商品點子。強制、機械化地把「繃帶」套入九個檢核項目，平時想不到的各種

點子， 是不是把表格擠滿了呢？把繃帶當作時尚元素，顯示發想似乎進入某種新發

展。也許類似把耳機當時尚配件掛在脖子上的做法吧！以下就是 SM 先生利用「奧斯

本檢核表法」所填寫的「前所未見的繃帶」的發想 

表四 前所未有的繃帶 

主題 :前所未有的繃帶 

9大類 檢核問題 答案 

一、挪用 想想能否改做其他用途 不用在傷口上的繃帶 

二、應用 想想看有沒有類似的東西 美容與健康用途的繃帶 

三、擴大 看加大一點會怎樣。  50公分四方形的巨大繃帶 

四、縮小 看縮小一點會怎樣。 連指甲到刺那麼小的傷口也能貼的

繃帶 

五、變更 試著改變事物原本的形式與意義。 透明無惑的繃帶 

六、代用 試著用其他東西代替。 可代帶眼罩、用過即丟的繃帶 

七、調換 藉由改變原因與結果，或改變先後

順序，強制轉換發想或觀點。  

雙面繃帶 

八、倒轉 嘗試顛倒過來。嘗試與原本應有狀

態相反的發想 

不能貼(不必貼)的繃帶 

九、結合 組合在一起，看會有什麼結果。 把繃帶常作時尚元素 

資料來源: https://www.managertoday.com.tw/articles/view/57182 及自行彙整 

下列幾則示例，透過綜合整理彙整其如何應用檢核表的內容進行創新，以供教

師教學設計參考。 

主題 :創新實例- 手電筒 

9大類 檢核問題 答案 

一、挪用 想想能否改做其他用途 其他用途:信號燈、裝飾燈 

二、應用 想想看有沒有類似的東西 能否借用-增加功能：加大反光

罩，增加燈泡亮度 

三、擴大 看加大一點會怎樣。  延長使用壽命：使用節电、降低電

壓 

四、縮小 看縮小一點會怎樣。 能否縮小-縮小體積： 

1號電池→2號電池→5 號電池→7

號電池→8號電池→鈕扣電池 

五、變更 試著改變事物原本的形式與意義。 

能否改變-改一改 

改燈罩、改小燈泡和用彩色燈泡等 

六、代用 試著用其他東西代替。 能否替代-代用： 

https://www.managertoday.com.tw/articles/view/57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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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發光二極體代替燈泡 

七、調換 藉由改變原因與結果，或改變先後

順序，強制轉換發想或觀點。  

.能否調整-換型號：兩節電池直

排、横排、改變樣式 

八、倒轉 嘗試顛倒過來。嘗試與原本應有狀

態相反的發想 

能否顛倒-反過來想： 

不用於電池的手電筒，用磁力發電 

九、結合 組合在一起，看會有什麼結果。 能否組合-與其他組合： 

收音機與手電筒結合 

資料來源: https://read01.com/zh-tw/7D5NNo4.html#.YA2mIugzaUl 及自行彙整 

 

主題 : 水龍頭 

9大類 檢核問題 設想問題與方案 

一、挪用 能否他用 

Other uses 

當作照明設備使用。 

有 LED裝飾的水龍頭。 

利用水流自動發電。 

其他用處的水龍頭 

二、應用 能否借用 

Adapt 

借用紅外線感應的技術，做出自動感應水龍頭。 

自動感應環境溫度，自動調節水溫。 

三、擴大 能否改變 

Modify 

改變水流量，可以自由調整出水量。 

改變水龍頭造型 

四、縮小 能否放大 

Magnify 

水龍頭添加放音樂功能，打開水龍頭會有美妙的音樂。 

水龍頭需不需要在大一點，大型水龍頭。 

水龍頭加長。 

五、變更 能否縮小 

Minify 

利用機械關節或是其他材料，製作可摺疊或伸縮的水龍頭。 

六、代用 能否替代 

Substitute 

水龍頭的材質可以用其他材料替代，例如：鋼、石、竹、

木、骨製作。 

七、調換 能否調整 

Rearrange 

調整水龍頭位置，紋路。 

調整出水的方式，像是霧狀，或是水柱狀。 

八、倒轉 能否顛倒 

Reverse 

水龍頭出水口上下顛倒，可以直接喝水、洗漱。 

九、結合 能否組合 

Combine 

跟淨水器組合在一起，流出的水已經被過濾乾淨。 

冷水與熱水匯合在同個水龍頭。 

組合開關或按鈕。 

資料來源: https://www.digitalyoming.com/osborn-checklist/及自行彙整 

 

主題：出版社面對書市萎縮，新書如何出奇制勝？ 

9大類 檢核問題 設想問題與方案 

一、挪用 是不是有其

他用途？ 

•可以讓書變成教材嗎？ 

→可結合各級學校的課程，當成補充教材或教科書 

https://read01.com/zh-tw/7D5NNo4.html#.YA2mIugzaUl
https://www.digitalyoming.com/osborn-check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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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讓書變成禮品嗎？ 

→可設計成生日禮物，作為成長必讀的叢書 

二、應用 
能不能應用

其他構想？ 

•同業暢銷書的行銷手法能否當範例？ 

→可邀特定團體定期辦讀書會，並搭配宣傳•其他文創產

業有沒有可以參考的做法？ 

三、擴大 能不能修改

原物的特

性？ 

•把書的形式，變成刊物的形式可行嗎？ 

•變成多媒體的形式可行嗎？ 

→改變書籍的呈現方法，結合可聽、可看的多媒體形式 

四、縮小 可否增加些

什麼？ 

•搭配贈品能不能增加銷量？ 

•如何增加免費宣傳機會？ 

五、變更 可否減少些

什麼？ 

•縮小尺寸做成口袋書可行嗎？ 

•可以減少無效的銷售點、降低退貨嗎？ 

六、代用 能不能以其

他東西取

代？ 

•除了書店賣書，還有哪些通路可以賣書？ 

•可以外包給其他人製作嗎？ 

七、調換 能不能替

換？ 

•不做實體發行，只做數位發行可以嗎？ 

•可以先調查蒐集讀者意見，再出版嗎？ 

八、倒轉 能不能反

轉？  

•舊書可以重新包裝變身新書嗎？ 

•能讓其他產品作為銷售主體，書籍作為其贈品嗎？ 

九、結合 能不能重新

組合？ 

•可以和舊書，組成套裝銷售嗎？ 

•可以和別產業的產品一起搭售嗎？ 

結論： 

1 可結合各級學校的課程，當成補充教材或教科書 

2.可設計成生日禮物，作為成長必讀的叢書 

3.可邀特定團體定期辦讀書會，並搭配宣傳 

4.改變書藉的呈現方法，結合可聽、可看的多媒體形式 

……………………… 

資料來源：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408/post/201805070021/ 

肆、 學習單 

課程設計可採用分組教學進行課程，小組可 3~5人，因為本課程是多元選修，所以當

初分組表單設計有班級填寫，教師可依班級需求自行設計。課程設計說明如下: 

一、 引發動機: 請同學針對日常生活可有使用不便想改變之生活物品，進行討論 

二、 教學內容: 呼應同學所提之內容，引導應用「奧斯本檢核表法」。 

三、 請同學填寫表單，並安排小組各 5分~10分的報告。鼓勵學生可以將發想呈現實

體作品或示意作品圖。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408/post/20180507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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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斯本檢核表法」學習單-  分組討論 
 班級 姓名 班號 编號 分數 

組長 
     

組員 

    

    

    

 

奧斯本檢核表 

主題：（填入此次要思考的主題）（行業、產品） 

主題：（                                           ） 

1.是不是有其他用途？ 2.能不能應用其他構想？ 3.能不能修改原物的特性？ 

   

4.可否增加些什麼？ 5.可否減少些什麼？  6.能不能以其他東西取代？ 

   

7.能不能替換？ 8.能不能反轉？ 9.能不能重新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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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論 

愛因斯坦曾說:「提出一個問題，往往比解決一個問題更重要。因為「解決問

題」，也許僅是一個數學上或實驗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問題、新的可能性、從

新的角度去看舊的問題。都需要有創造性的想像力。而且標誌著科學的真正進步。」 

「奧斯朋檢核表給我們一種啟示。就是思考問題時，要從多種角度出發，不要受

某一種固定角度的局限。其實，不論是思考新品創意、甚至是思考如何提高產品質

量、如何降低生產成本，甚至改善經營管理方面，都可以制定出相應的檢核表，透過

層層問題的發想，激盪出意想不到的可能！」(陳瑋琪。2014) 

除了奧斯朋檢核表，還有「奔馳法」（SCAMPER）的檢核表法，在創新思考及產品

改良時也常被應用。 

奔馳法是美國創造性開發研究家鮑伯．伊瓦爾（Bob Eberle）以奧斯本檢核表法為

基礎，開發出奧斯本檢核表法的應用、改良版。奧斯本檢核表法是用九項原則強制、

機械化地提出點子或資訊，奔馳法則將九項簡化為下列七項。 

 S（取代）＝ Substitute（有沒有替代品？） 

 C（合併）＝ Combine（能不能結合起來？） 

 A（調整）＝ Adapt（能不能應用？） 

 M（修改）＝ Modify／Magnify（能不能修改或擴大？） 

 P（他用）＝ Put to other uses （有沒有其他用途？） 

 E（消除）＝ Eliminate／Minify（能不能刪除或縮減？） 

 R（重排或反轉）＝ Reverse／Rearrange（能不能顛倒或重組、重新排列？） 

藉幾個字的代號或縮寫，代表 7種改進或改變的方向，幫助使用者推敲出新的構

想。使用方式同樣是列出一覽表，接著針對 7個項目提出問題，然後思考問題解答與

可行性。如果某一項目提出的問題愈多，代表該項目愈能產生創意或解決問題的方

法。  

「其實，我們生活周遭早已充滿了應用奔馳法而改良的新產品，像是「取代」的

例子就有，光碟取代磁碟、數位相機取代了拍立得。「合併」的例子有，把冰淇淋和

薄餅結合變成冰淇淋薄餅捲，太陽能電池和汽車結合變成太陽能汽車。「調整」的例

子有，手機增加拍照、遊戲、上網、錄影功能。 

而「修改」的例子則有，一般餐廳到了深夜變身酒吧。「他用」的例子則有，把

瓶罐、桶子變成可演奏的樂器。「消除」的例子有，捨去提供吹染整服務的百元剪髮

店。「重排或反轉」的例子有，事務機器租賃公司只租不賣設備等等。」(陳瑋琪。

2014) 

奔馳法的應用，以「如何改良雨傘拓展新市場？」來看看奔馳法填寫範例。 

主題：如何改良雨傘拓展新市場？ 

縮寫 意義 問題&答案 

S 

取代 
何物可被取代？ 

雨傘可以用什麼材質取代？ 

→傘面換成防潑水的快乾材質 

C 

合併 
可與何物合併而成為一體？ 

雨傘可以跟什麼事物結合？ 

→陽傘+風扇成為電風扇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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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調整 
原物可否有需要調整的地方？ 

雨傘有什麼可調整處，以提高功能？ 

→加入防曬或抗風功能 

M 

修改 

可否改變原物的某些特質，如意

義、顏色、聲音、形式等？ 

雨傘還可以如何修改？ 

→動物造型或水果造型雨傘 

P 

他用 
可有其他非傳統的用途？  

雨傘還有其他用途嗎？ 

→枴杖傘、加裝 LED的登山傘 

E 

消除 

可否將原物變小？濃縮？或省略

某些部分？ 

雨傘有什麼必須除去的？可否縮小？ 

→設計 5折摺疊，縮小體積方便收納 

R 
重排 
反轉 

重組或重新安排原物的排序？或
把相對的位置對調？ 

可以重新設計一種新型雨傘嗎？ 
→不必用手撐，背在身上的遮罩式雨傘 

結論：1. 傘面換成防潑水的快乾材質  2. 設計 5折摺疊，縮小體積方便收納 

3. 設計成動物造型或水果造型的雨傘……………………… 

資料提供：陳龍安教授  整理：陳瑋琪 

https://www.managertoday.com.tw/articles/view/57182 

本課程內容的主旨是期許利用檢核表法的設計特點，能引導學生多角度思維，用

問題引導學生進行發散思考，並且勇於突破不願提問或不善提問的心理障礙，我們真

正需要的是自主學習的學生，可以自己發現與創造新內容，並且充滿熱情與好奇心。

唯有學生能自發性產生對學習的渴望與創新的勇氣，教學才能發揮成效。呼應 108

課綱精神-「激發學生對於學習的渴望、創新的勇氣與智慧的展現，成為具有社會

適應力與應變力的終身學習者」。 

陸、 參考資料 

一、王友龍(民 101)。會圖解思考的人最厲害。臉譜出版社。 

二、林雯(譯)(2019)。點子變現術。光現出版社。(安達元一)。檢索自: 

https://www.managertoday.com.tw/articles/view/57182 

三、何必(2019)。創新其實很簡單！你也能學習蘋果公司的開掛創新思維。2019 年 07月 20

日 。檢索自: https://kknews.cc/zh-tw/news/99m8eoq.html 

四、陳瑋琪(2014)。想要創新？其實不用絞盡腦汁—腦力激盪有效技巧 快把「奧斯朋檢核

表」填滿。今周刊。 2014 年 12月 15日 。檢索自: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408/post/201805070021/ 

五、Anne Hsiao(2019)。如何發想解決方案？產品團隊的創意思考流程！2019年 12月 2日。

檢索自: https://medium.com/3pm-lab/how-to-ideate-and-come-up-with-product-

solutions-573fa800a62d 

六、108課綱資訊網。檢索自: https://12basic.edu.tw/12about-3-1.php 

七、19思維模型：奧斯本檢核表法一美國創新技法—9維 75問。檢索自: 

http://read01.com/7D5NNo4.html 

八、【奧斯本檢核表】9 招創新的簡單小技巧，激發你的創意點子 。檢索自: 

https://www.digitalyoming.com/osborn-checklist/ 

https://www.managertoday.com.tw/articles/view/57182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7%8E%8B%E5%8F%8B%E9%BE%8D/adv_author/1/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5%AE%89%E9%81%94%E5%85%83%E4%B8%80/adv_author/1/
file:///C:/Users/user/Desktop/商管群教材教法-設計(1100120)-翠蓮/2019年07月20
file:///C:/Users/user/Desktop/商管群教材教法-設計(1100120)-翠蓮/2019年07月20
https://kknews.cc/zh-tw/news/99m8eoq.html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408/post/201805070021/
https://medium.com/@annehsiao?source=post_page-----573fa800a62d--------------------------------
https://medium.com/3pm-lab/how-to-ideate-and-come-up-with-product-solutions-573fa800a62d
https://medium.com/3pm-lab/how-to-ideate-and-come-up-with-product-solutions-573fa800a62d
https://12basic.edu.tw/12about-3-1.php
http://read01.com/7D5NNo4.html
https://www.digitalyoming.com/osborn-checkli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