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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在創意的世界裡，創意技法的學習絕對有益於增加創造的能力，但是僅僅學習技法卻無法使你獲

得更多或更有價值的點子。本文強調了創意技法在創意世界中的地位，從文中您也可以看出成為

創意大師的成功途徑。本文主要介紹由美國 Bob Eberle 先生所提出的奔馳法(Scamper Method)，希

望讀者能從此-較簡易的列表法中逐漸建立對解決問題，發掘機會及創造價值三大領域的能力。 

基本上，筆者認為創意技法有如種樹時所搭之支架，它能幫助樹木在成長之初有所依循及扶持。

但是良好的樹木成長還需要良好的土壤、肥料、水份、陽光等的配合。一棵大樹的成長，也絕不

是地面上所看到的，要想枝葉茂盛，必先往下紮根，古人說「其根欲疏，其土欲密」是種植成功

的條件。筆者提出一個創意大師的成長及環境條件的示意圖(見圖一)供讀者們參考。 

 



 

圖一中標記的各種名詞或記號分別說明如下： 

土壤土壤土壤土壤：：：：積極的心態；Act with PEC altitude；PEC 為正面的(Positive)，熱誠的(Enthusiastic)及有信心

的(Confident)三個英文字母的字首組合而成。 

根：A 分析力，M 記憶力，C 聯想力，I 想像力，O 觀察力。 

肥料肥料肥料肥料：：：：會借助別人的資源 (Other People's Resources (OPR)) ；此處的資源包含腦力，金錢等。如

OPB(Other People's Brain)及 OPM(Other People's Money)。 

水份水份水份水份：：：：好奇心及冒險心。 

太陽太陽太陽太陽：：：：有造福人群的心。 

光合作用光合作用光合作用光合作用：：：：實踐。 

 

創意工程學(Creativity Engineering)是筆者近幾年來開發出來的新課程，先後多次利用工作之餘在

國內幾所大學的研究所中講授。最初在海洋大學時是一個學分的課程，著重在研究方法及創意的

開發，後來逐漸在 華梵大學、中正理工學院加入了智權(Intellectual Property)的部份，典範轉移

(Paradigm Shift)並強調用產品或技術來真正落實點子。正因為從產生點子演進到彰顯點子，因此

筆者也就把課程的名稱由「創意學」改為「創意工程學」。工程二字是說明實踐力行的重要，而

不是一般人心中所想的工程課程。創意學又可稱為創意開發學，它與創意工程學的比較可從表 1

中看出。兩者的差異好比種植，前者著重在土壤的培養、種子的產生(點子)及根部的強化而後者



則再加上種植環境的塑造(或選擇)、種子的挑選、施肥加水，以及日後的支架修剪工作。換言之，

創意工程學的宗旨是希望促成最後的開花結果。 

 

表 1 創意學與創意工程學的比較 

創意(開發)學  創意工程學 

開發創造力  確認創意產生的程序 

產生點子  彰顯點子 

關係人類的品格之開發  關係人類發明、創新、創業能力之開發 

培養良好的心態  培養良好的心態並進行創意技法的訓練 

運用個人及團體的心理影響力  運用團體或組織的創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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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創意技法的分類及各種方法創意技法的分類及各種方法創意技法的分類及各種方法創意技法的分類及各種方法 

戲法人人會變，但是個個巧妙不同。創意技法人人都會，但各有不同的特色。表 2 列出一些筆者

認為比較容易上手而且又十分有用的一些方法。筆者依其思考模式的發散與收歛方式作為分類的

依據，雖不失為一個很好的分類方式，但也不是一個沒有爭議的分類方式。不過筆者認為分類只

是有益於對思考模式更進一步了解的途徑並非是提昇創意的目的。更何況各家各派常有雷同的地

方，若要嚴格區分並不太容易，意義也不大。 

表 2 的分類中有一重大的缺憾，因為在此分類的原則中就無法將創意大師 Edward de Bono 之成名

鉅作列入其中。水平思考(Lateral Thinking)是一種非常有效的思考方式，它往往能在垂直思考遭遇

僵局時能適時地引開思考執著的盲點。本文不將其列入是筆者心目中將之歸類思考問題方向之抉

擇上。它是創意技法使用前的策略決定。譬如挖水井，一旦決定了地點 ,如何將它挖深挖大屬垂

直思考的範圍，要挖得出水來自然需要不同的技法。至於在遭遇困難之時是否要變換地點再開始

挖，選擇更換地點的決定過程則屬水平思考的範圍。筆者常說"抉擇重於努力""戰略重於戰術"即

反映了何以水平思考法會受到眾人的重視而尊 Edward de Bono 為思想大師。不過，好的抉擇仍需

持續及有技巧的努力方能完成工作，以創意成長的條件，播種地點的選擇是水平思考而日後的施

肥、灌溉、支架、剪枝‧‧‧則偏屬垂直思考的範圍兩者都需要創意技法的支持，使思考的結果

更好，雖然它們思考的重點是截然不同的。  

 

表 2 創意技法的分類及各種方法一覽表 

分類 方法 備註 

隨機字法 Edward de Bono 

BS 法(Alex F. Osborn) 

NBS 法( NHK,日本) 

CBS 法 (高橋誠) 

發散式(Divergent 

Style) 

腦力激盪法(Brain Storming) 

635 法(德) 

收斂式 特性列舉法(Attribute Listing)  Robert Crawfoord(1954)  



形態分析法(Morphological 

Analysis) 

Fritz Zwicky & Ayron S. Allen 

六 W 法 Why, What, When, Who, Where, How 

分合法(Synectics Method) William J‧J.Gordon(1961) 

檢核法(Alex F. Osborn) 

奔馳法(Bob Eberle) 

構想技術(多湖輝) 

(Convergent Style) 

列表法  

六大法則(李茂煇) 

Parnes(1967)  

六項思考帽 

(Edward de Bono) 

TLC 法(What is Tempting,what is 

Lacking ,and what can be Changed？ 

發散→收斂式 

(DC Style ) 

CPS 法 

(Creative Problem Solving)  

PMI 法(Positive,Minus, Interesting)Edward 

de Bono 

收斂→發散式 

(CD Style) 

頓悟法 自然的創意增進法(吳英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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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ScamperScamperScamperScamper 法的基本精神法的基本精神法的基本精神法的基本精神 

Scamper 法是表 2 中收歛式分類中列表法的第二大法---奔馳法。奔馳法其實是第一大法檢核法的

改良版本。檢核法是 Alex F. Osborn 提出的，Bob Eberle 將之簡化並用一個容易記憶的方式向世人

推介來激發創意。Scamper 這個英文字對美國人而言，比較好記。而且它奔馳的意思也使大家覺

得使用之後，思想可以奔馳，創意自然大增。表 3 是 Scamper 法七個法則的中英文對照。 

 

表 3 Scamper 法七個法則的中英文對照 

字首 英文 中文 

S 

C 

A 

M 

P 

E 

R 

Substitute 

Combine 

Adapt 

Modify, Magnify 

Put to other uses 

Eliminate；or Minify 

Reverse；Rearrange 

代替 

合併、聯結、組合等 

適應 

修改；擴大 

作為其他用途 

消去；小化 

相反；重新安排 

 

台灣大學教授李茂煇博士介紹的六大創意法則，依筆者之見也是屬於列表法的一種且更為簡潔。

若能領悟其中一個法則而加以身體力行，於公於私在解決問題上都能遊刃有餘了。國內許多發明

家，多利用合併的法則而得到許多尊榮及財富。李教授的六大法則列於表 4 供讀者參考。讀者在



心中可將它與 Scamper 七大法則作一比較 

 

表 4 李茂煇教授的六大法則 

序 名 稱 

1 相反(Reverse) 

2 轉移(Transfer) 

3 合併(Combine) 

4 改變方向(Change Direction) 

5 延伸(Extend) 

6 減少(Reduce) 

 

列表法的優點是能讓思考者依照表列的口訣或法則把思想收歛到較狹小的範圍尋求問題解決之

道。尋求一個最適化的問題解決方案，必須要收歛再收歛，不過最後階段的最適化問題已不屬於

創意的世界，它又回到了真實的世界，在物理限制條件(Physical Constraint)及成本函數(Cost 

Function)下去選擇一個滿意的方案。成本函數所指的不一定是成本，也有人稱它為績效指數

(Performance Index)。最適控制(Optimal Control)理論對尋求最適求解方案的原理及作法有許多值得

學習的地方。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 ScamperScamperScamperScamper 法時要注意它的基本精神法時要注意它的基本精神法時要注意它的基本精神法時要注意它的基本精神，，，，其要點如下其要點如下其要點如下其要點如下：：：： 

1、 確定你的問題或挑戰，讓你有機會在 Scamper 表列項目的範圍內思考。 

2、 在表列項目的範圍內把你的問題或挑戰強制地聯結一起並持續不斷地問自己問題。 

3、 Scamper 法中七個步驟全部問完之後列出各種改進(良)的方法或創意，你就可以體會出激發

創意的效果，對解決問題有莫大的助益。 

 

圖二介紹 Scamper 法的使用流程，打虛線的部份有二個意義，一是顯示 Scamper 七個法則要分開

思考，在既定的前提範圍內收歛思考；二是在七個法則分別收歛後的彙總工作尚嫌不足時或已激



發連鎖反應時可再回到虛線部份進行整合或串連(不必一定是分開)的思考。筆者不知這樣的註解

是不是真正反應 Scamper 法的精神，如果不是，只要能對解決方案有益，就當作是筆者的改進之

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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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 Scamper Scamper Scamper Scamper 法中七個法則法中七個法則法中七個法則法中七個法則((((創意技法創意技法創意技法創意技法))))的應用介紹的應用介紹的應用介紹的應用介紹 

 

4.1 S4.1 S4.1 S4.1 S 法則法則法則法則------------替代與替代品替代與替代品替代與替代品替代與替代品 

替代是由不同的試驗找到最佳道路的方法。替代品包羅萬象，諸如事物、人物、地點、時間、想

法、情緒等。愛迪生(Thomas A. Edison)試驗過一、二千多次的金屬燈絲才發現鎢絲是作燈絲的最

好材料。爾利齊(Pal Ehrlich)試驗過五百種顏色，才找到染在實驗室老鼠血管上正確的顏色。 

「替代」這個技巧在某些程度上與李茂煇教授的「改變方向」十分接近；在某些程度上與 Joe Barker

在未來優勢(Future Edge)一書中強調的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是相通的。依筆者的經驗與看法，

「替代」技法能激發極大量的創意，在很多的創意中也有價值上的差異，典範轉移的創意往往會

起革命性的震憾，但它的實踐過程也比較艱辛。 

運用替代的技法能幫助我們找到創意，在層次上可以分為(1)尋求替代以維持原來的水準，(2)尋

求替代以增進或改進原來的水準，(3)尋求替代以達成革命性的新境界。層次的不同視思解問題

的本身及創意人求好的心態之不同而異。 

 

4.2 C4.2 C4.2 C4.2 C 法則法則法則法則------------合併合併合併合併、、、、結合結合結合結合、、、、組合組合組合組合、、、、聯結聯結聯結聯結、、、、合成合成合成合成 

Combine 法則在中文的意義上有很多說法，從不同中文的字義您或許已經體會出這個法則的威

力。目前世界上有二、三十萬種的化合物，各式各樣的混合飲料、菜餚、運動團隊、音樂等，都

是在此法則下的產物。坦白地說，此法最容易也最困難，創意人人都有但個個價值不同。以下先

列出隨手拈來的應用例子供讀者參考： 

過去的經驗與現今的構想 

‧家事(含家庭教育)與市民活動 

‧ 孩子的遊戲與家庭作業 

‧ 化學上的新產品(化合物)常由各種不同的材料組合而成 

‧ 動植物的品種改良 

‧ 合金(第二次大戰就是合金的戰爭) 

‧ 飲料 

‧ 食物，食品 

‧ 雞尾酒 

‧ 包裝 

‧ 服飾 

‧ 布料 

‧ 觀念與四周的東西結合 

‧ 不同觀念結合 

‧ 技術(光電，機電，生化，電力電子…) 



‧ 經營方式(Mall，捷運公司，連鎖商店…) 

‧ 經營團隊(結合不同的才能) 

‧ 酒與音樂的結合(莫札特清酒) 

‧ 畜牧與音樂的結合 

‧ 傢俱展示室 

‧ 文具盒(配套) 

‧ 多媒體 

‧ 智慧型產品 

‧ 寓教類產品 

Combine 後的效果依其創意人面臨的問題及創意的能力會有不同。表 5 介紹了幾種及一些相關的

例子。讀者們可以將表 5 再加以充實，筆者的建議是依照個人不同的興趣及工作相關的項目下手。 

 

表 5 Combine 法的效果及例子 

序  Combine 後的效果  例子 

1 綜效性(Synergy) 智慧型浴廁，剪刀 

2 方便性(Convenience) MALL，養牛與音樂結合 

叢書，套餐 

3 安全性(Safety) 複置(Redundancy) 

4 增強效果性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情人裝，木瓜牛奶，奶茶，巧克力蛋糕，智慧型馬桶 

 

4.3 A4.3 A4.3 A4.3 A 法則法則法則法則------------適應適應適應適應 

適應法則的基本精神是重新觀察所處的環境，重新體會時下的潮流，風尚及趨勢再重新檢視現存

的制度 ,系統，產品，技術，觀念，創意等去尋求自我調整(Self Adjustment)或自我調適(Self 

Adaptation)以發揮更大的價值。當然，許多過去的典範，因時空變遷，甚至有衰亡敗壞的跡象，

必須要時調整，以救亡圖存。 

適應法則使用的困難點是在於對系統(本身)及周遭環境都必需同時作觀察，關鍵處是要能掌握(1)

環境有沒有對系統中的參數造成影響，(2)系統中參數的變化會不會造成系統表現的差異？尤其

要注意回顧當初系統設計的目的或精神(其實當初設計目的或精神也需要適應以跟上時代的趨

勢)(3)應採取什麼調適或調整的手段？。 

 

以下介紹幾個例子以下介紹幾個例子以下介紹幾個例子以下介紹幾個例子，，，，說明適應的重要性說明適應的重要性說明適應的重要性說明適應的重要性：：：： 

‧ 美國 Ray Kroc 先生和麥當勞兄弟在漢堡經營上有不同的出發點及策略。適應的結果造就了速

食業中的霸主。 

‧ 反共抗俄 vs 聯共容共 

‧ 三通政策 vs 三不政策 

‧ 戒急用忍 vs 大膽西進 

‧ 財務管理觀點的蛻變---營業外收入的重視程度 

 



4.4 M4.4 M4.4 M4.4 M 法則法則法則法則------------改良改良改良改良，，，，修改修改修改修改，，，，擴大擴大擴大擴大 

世界各地幾年都有中國餐館的存在，但幾年也都因當地人們接受的程度或當地能採購的材料做了

修改。日本人的「守破離」中的破字就是逐漸脫離完全的模仿，一點點的突破。換言之，走向逐

步改良的境界。所有的創意或發明多少有汲取他人的經驗。李茂煇教授六大法則中的轉換(Transfer)

及筆者常說的利用別人的頭腦(Other People's Brain,OPB)多少說明了改良前要先熟悉別人的想法。

愛迪生曾說：「培養搜集他人成功而新奇有趣的創意之習慣後，你的原創性只需要表現在有待解

決的問題上」。立志從事原創性的人們似乎變成了創意與應用間的聯結器(或代理商或媒婆)。 

 

圖三說明了某種發明家的角色。在找到需求(Need)之後做創意資料庫的搜尋、剪裁或修改，後二

者的作法就是本節所敘述 M 法則的重點之一，為了在改良這個法則中發揮，我們應能列出以下

的問題： 

‧ 有什麼可以模仿？ 

‧ 有什麼可以改良？ 

 

MMMM 法則重點之二是擴大法則重點之二是擴大法則重點之二是擴大法則重點之二是擴大(Magnify)(Magnify)(Magnify)(Magnify)與它意義類似的文字延伸還有放大與它意義類似的文字延伸還有放大與它意義類似的文字延伸還有放大與它意義類似的文字延伸還有放大，，，，誇大誇大誇大誇大，，，，延伸延伸延伸延伸，，，，增加增加增加增加…………等等等等。。。。依依依依

著這個要訣著這個要訣著這個要訣著這個要訣，，，，我們也能列出下的問題我們也能列出下的問題我們也能列出下的問題我們也能列出下的問題：：：： 

‧ 有什麼可以擴大的？ 

‧ 有什麼可以放大的？ 

‧ 有什麼可以擴展的？ 

‧ 有什麼可以增加的？ 

‧ 有什麼可以延伸的？ 

 

4.5 P4.5 P4.5 P4.5 P 法則法則法則法則------------作為其他的用途作為其他的用途作為其他的用途作為其他的用途？？？？ 

在你擁有創意，產品，技術或服務後，不要過度沾沾自喜，要更進一步去想出它們有沒有其他的

用途。P 法則是提醒我們要能思索其他可用的地方，讓您的心血能獲得更大的迴響。在創意的世

界裡有的人一生一世都在尋求「自己專長」其他施展的舞台。也有的人一生一世都在尋求「替代

專長」以便跟上心中的理想。基本上這就是 P 法則與 S 法則的不同處。圖四及圖五分別說明兩

大法則真諦的差異---尋求圈內的替代及圈外的應用。附帶一提的，圈內寫的四項只不過是略舉大

端，您可以放進許多其他的「東西」。 

Scamper 法中的 P 法則在筆者聯想到中國大陸的學者何名申及金建國兩位先生在他們的「讓你的

思考如野馬」一書中介紹的順藤摸瓜法。它是指在某個問題已獲得解決的基礎上，思考如何乘勝

前進，順流而下，以期取得更多的相關成果。他們以法國科學家巴斯德在加溫殺菌法的應用為例，

說明加溫殺菌法由葡萄酒釀酒上的應用，逐漸應用到醋，牛奶，外科消毒及蠶病殺菌等並奠定了



巴斯德微生物學大師的地位。 

 

 

 

4.6 E4.6 E4.6 E4.6 E 法則法則法則法則------------消除或小化消除或小化消除或小化消除或小化 

E 法則的精神是期望從現有的狀況中用消除(Eliminate)及小化(Minify)二個動作去達到精進的目

的，構想有時來自在某一項事務精減它的程序，或在某一樣東西的變小。組織的企業滅肥

(Downsizing)是去除不要或不重要的人力，自動化(Automation)是藉著加工設備的替代表(S 法則的

應用)達到 E 法則的效果。消除或去除的手法及應用很多，我們可以從下面的例子看出它的效果： 

‧ 切削或車床加工 

‧ 放電加工(ECM) 

‧ 雕刻 



‧ 濾網 

‧ 濾波器 

‧ 政治事件的淡化處理 

‧ 零庫存(去除倉庫存量的量) 

‧ 媚登峰 

‧ 包裏式服務 

 

EEEE 法則的另一重點是小化法則的另一重點是小化法則的另一重點是小化法則的另一重點是小化，，，，它與李茂煇教授介紹的減少它與李茂煇教授介紹的減少它與李茂煇教授介紹的減少它與李茂煇教授介紹的減少(Reduce)(Reduce)(Reduce)(Reduce)法則有異曲同工之妙法則有異曲同工之妙法則有異曲同工之妙法則有異曲同工之妙，，，，我們也可我們也可我們也可我們也可

以從以下的例子看出它的效果以從以下的例子看出它的效果以從以下的例子看出它的效果以從以下的例子看出它的效果。。。。 

‧ 產品的輕薄短小 

‧ 微電子 

‧ 微機電 

‧ Nano 技術 

‧ 迷你裙 

‧ 迷你文具 

‧ 樣品酒 

‧ 模型 

‧ 30 年年曆 

‧ 迷你美國土地權狀 

 

4.7 R4.7 R4.7 R4.7 R 法則法則法則法則------------相反與重新安排相反與重新安排相反與重新安排相反與重新安排 

筆者拙作"創意第一招---反字訣"介紹了 R 法則中相反(Reverse)的重要，技巧及實例。正因為這是

一個很重要的創意技法，李茂煇教授將它列為六大法則之首。有了反字訣的加入，創意技法更加

鮮活起來，如有合必有分，分合法於焉誕生。小化相反即為大化，許多大化的精彩例子處處可見，

同時也驗證了 M 法則中擴大的威力。 

重新安排最令人乍舌的成就大概首推文字了，以英文的 26 字母為例它依不同的長短及排列產生

出動人心魄的新聞，文章，小說等。組織內人事的搬風，家中佈置的重新排列等都能令人耳目一

新。 

R 法則中的相反與重新安排事實上是兩種不同的技法，但也可以交替使用。依筆者的想法，當年

Bob E berle 先生提出「Scamper」法除了是用「奔馳」的字眼來強調此法之效果及易記外在實際

法則實用中也希望用字首之不同而易記文字來讓思考者可以不必真正去翻閱「表格」就能利用心

中的表格達到表列法的效果。 

 

TOP  

 

五五五五、、、、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筆者最近買了一本書，書名很吸引人---"Think like a genius"。書中傳授了一些技巧來幫助人們擴大

思考的效果。書中訴求的重點是"您不必是個天才，但可以在思考行為上像個天才"。Scmper 法並

沒有這麼大的口氣，它只是很平實地使一般在偏重左腦邏輯訓練的人們能有一種較有系統的步

驟，把漫無邊際的思維依 S C A M P E R 七個法則逐項地以自問自答的方式思維收歛到關心及可



行的範圍。列表法的表列項目可以更多，不過良好的創意不是完全取決思維的縝密，同時實用創

意的需求也其時效性，因此 Scamper 法的簡易有效受到許多人的喜愛。不過對非英語系國家或地

區的人們感受其優點的程度相對性較小。在筆者還沒有發明出更好的口訣前，建議讀者先多熟記

幾個相關的英文字，以及應當時設計此法的用心。相關英文字請參閱表 3，文中一再使用 Scamper

字眼而不用奔馳用心也是在加強讀者心中的印象。 

Scamper 法若多加以練習，常有極好的效果。許多產品設計，製程改善，新材料研發與應用上即

使只用七法則中的一種也常會有令人欣怡的創意湧現。誠如筆者一再強調，好的創意技法若不能

落實則流於花拳繡腿，此外平時若沒有多注意周遭最新的資訊，想出來的創意又會有「重新發明

輪子」或「野人獻曝」之譏。 

Scamper 法，依筆者之見，因為它是屬於收歛式的思考方式，即是屬移入式的思考模式。移入式

思考模式的發揮要建立在遷出式的思考模式的連環使用上。筆者曾介紹 Edward de Bono 的遷出

移入式的思考模式，換言之，先發散後收歛的思考模式更能符合「既要天馬行空又要腳踏實地」

的精神，也可降低或避免「遺珠之憾」。筆者建議在使用 Scamper 法時不妨先使用一些發散式的

創意技法以加強 Scamper 法的優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