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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說的：「創業家都從事創新。創新是展現創
業精神的特殊工具。」接著，有人又會問：
「創新、創意能學習嗎？不是有人說這個人、
那個人很有創造力、點子很多，那不就是說
創造力是屬於天
賦異稟的人，
是上帝給的恩典
嗎？」這本書也
給我們答案：
「人人都是天生
的發明家、創
造力確實可以
經由學習而提
升。」不僅如

學創意,
現在就該懂的事
導讀 蕭瑞祥 資管系副教授
常問：要如何創業才能成功？創業家要具
備哪些特質與能力？哪種人創業較容易成
功？」說實在的，站在輔導協助創業之育成
中心的立場，我也在找答案。這本書《學創
意，現在就該懂的事》一開始先給了我們一
個答案：「創新之人容易走上創業之路」，
就如同大師彼得．杜拉克（Peter F. Drucker）

此，這本書還教我們如何提升個人的創造力商
數（CQ，Creativity Quotient），先以「創新
引擎」之架構，鼓勵我們：「態度會點燃好奇
心，想要獲得更多知識、知識會啟動想像力，
激發更多創新構想……」等重要的實踐精
神。接著，教我們如何培養個人創造力，首
先就是要有正向的態度，要有面對巨大挑
戰，要找到有創意的解決方案，必須先相信
自已一定能解決問題的態度，如此才能在別
人認為困難的地方，看到無限的可能與創
意。正如前不久，有位學生來育成中心談創
業，面對我們一連串創業可能會面臨的負面
問題，例如：您提供的服務與產品，在市

場這麼多相類似的競爭者，您又沒比別人好，為何還要
推出此產品？這位學生則是積極正面地回應：「感謝您
的問題，我們團隊已針對客戶群做好需求調查與分析，
相信這個問題我們一定可以解決也已經解決……」那麼
要如何學習看見問題？就要培養高度聚焦又鉅細靡遺的
觀察與記錄方式，因為觀察是創造力學習的第一步，例
如：學校週邊的大陸麵店與來喫麵有何不同？然後，要
如何找到適當的創造性解決問題機會？本書告訴我們要
打破思考框架、發揮連結跨界的交流、快速行動，破舊
立新、錯誤趕快修正……等，更重要的是要有實驗與從
失敗中學習的精神與堅持，這就是創造力之重實踐行動
的意義。本書強調發動創新引擎的鑰匙掌握在自己的手
中，而創意可以無處不在，因此讓我們一起扭動鑰匙，
發動引擎，一起來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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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全國臺灣同胞投資企
業聯合會」有大陸臺商總會之
稱，現任會長為金鷹校友郭山輝
學長，在大陸嘉興區創造新地標
「臺升國際廣場」成為臺商集聚
轉型示範基地，郭學長在大陸臺
商圈中聲望高、人望好，各界媒
體對於學長連任抱以厚望。上月
18日海基會主辦「2013大陸臺商
春節聯誼活動」特別邀請學長返
臺參加。（文／校友服務暨資源
發展處提供）

大學生，
你想去哪裡？
（文／諮商輔導組提供）

一流讀書人對談
康尚文 VS.蕭瑞祥
文字／林佳彣整理
攝影／謝佩穎

研發長康尚文

資管系副教授蕭瑞祥

當一切都變遊戲......吸引創意的眉角

編者按：一流讀書人對談中康尚文簡
稱康，蕭瑞祥簡稱蕭，內容整理如下：
何謂創新？《學創意，現在就該懂的
事》書名「現在」指的是何時？

康：「少就是多，限制是創新的好機會。」
當你沒有的時候就會想改變，或者是不滿
足現狀時就會想更新、創造。古云：「苟日
新，日日新，又日新。」就是創新，也是在
當下。談創新可以分成3方面：首先，創新
的英文是innovation，是一拉丁文的詞彙，
它有三個意義：第一，將現有事物，整個更
新；第二，從無到有，完全是全新的東西；
第三，本有之，加入其他新元素、稍微改造
一下，讓它有新的發展。現在講創新、談創
造，然而創造非仿造。為何要創新呢？正因
要滿足需求，當你不滿足的時候，創新自然
而然發生。社會常教人要滿於現狀，若這句
話放在創新，就萬萬不能，滿於現狀是不會
有創新的。
蕭：是的，創意思考是活化的東西，如果滿
足於當下，便不會有太多的創新思考。
書中提及，「創新其實是一種情感的因
素。」培養「鉅細靡遺的觀察力」非常重
要。從中發現新觀點，可以對照與你想法的
不同，因而產生動力去創新。另一個角度來
看，創造力可以透過學習而提升。倘若現在
不做練習，等出社會後再做練習，或許他人
已經遠勝於你了，故而學習就從現在開始。
故要從學習去提高自己的CQ（創造力商數
Creativity Quotient）。CQ從2個角度來看：
第一，需要不斷學習去提升創造能力，且要
有目標。例如，研發處的創新與創業競賽，
是讓參賽者學習，從中練習並提升自我的創
造能力。當你要解決一個問題時，就不得不
跨越本身專業。

如何擺脫常識和知識的束縛？
康：現在的人們，每天都處於忙碌下，少有
時間讓自己停下來思考。若要培養創意的

話，便要強迫自己，每天針對一件熟悉的事
情，開始反向思考或創意思考。
想法和付出行動2者之間，還是有一段距
離。例如Google要在眼鏡上設計一臺小型攝
影機，早在十年前我們曾經想到了，但礙於
技術關係，便無法實作。有不少東西是現今
想得到，技術層面卻做不到，但當時若將想
法拋出不受限，或許會有收穫。
蕭：這和習慣、環境的塑造有關。人會被習
慣限制住，去突破原本的思考、框架 ，創意
要透過練習和學習的過程，不斷開創出來。
如果多接觸其他環境，會有不同的東西來刺
激你。也因此為什麼社團會那麼重要，是讓
學生接觸不同事物、接收有別於己身的想
法。因此，廣泛接觸和閱讀是件好事。多看
多記錄、觀察別人、累積知識，不要侷限在
自己的專業、限制自身場域 。 我們可以發現
無處不是問題，以學校來說，問題發現了，
解決方案就在所有人的手上。創意引擎的鑰
匙掌握在自己手上，如果不去啟動，沒有人
會去啟動。

如何讓創意脫穎而出？創意有很多面
向，例如文創產業、創意行銷等。
蕭：創造和創新的概念都是重實踐，並要跨
界交流。
「創意是感性，創新是理性。」理性的東
西除了要有想法外，還得靠實踐，而知識就
是它的燃料。書中提到「異花授粉，跨界交
流」，要解決一個問題，非單一面向，不能
單靠自己的知識基礎，還需要結合團隊其他
領域的知識。有了觀察力、知道問題後，堅
持想出好點子，然後不斷實踐，帶著實驗的
精神，看待欲解決的事物。另培養T型的內
涵。不只有知識，還要有深度和廣泛接觸；
2者的基礎即為個人的專業知識。要將不同
資源、領域做結合，問題的解決並非單一面
向。還有個重點是「要做紀錄」，紀錄會加
強對事情的看法，也有助於解決問題。
康：知識啟動想像力，知識就是一種燃料。

誠如蕭教授指出書中「異花授粉，跨界交
流。」要創新的話，不僅知識要深入懂得、
資源的掌握、擁有廣泛人脈，以及廣闊知
識。創新可以看成想法和行動。你一定要有
行動，不能空有想法，有創新的人是對現有
的知識有充分的了解。現在學生的知識太過
單薄，多為自身的專業領域。我鼓勵學生有
時間大量閱讀，只要有興趣就大膽的汲取知
識，並善用學校豐富的資源，如圖書館等。
此外，本校設置通識課程、社團必修化的用
意，是希望學生透過建構不同的人脈、了解
不同領域的專業，或許未來很有可能是一同
創業、工作的夥伴。

如何避免有勇無謀？您認為在未來，創
意會有枯竭的一天嗎？還是能源源不絕
的湧現呢？
蕭：世界只要在運轉，創造力不會枯竭。
創造過程中，要去思考幾個部分。第一，
擁有資源的多寡。透過平常的觀察，把觀察
到的素材放在盒子裡。當創意要實踐時，將
素材綜合並使用它。所以，要養成習慣、觀
察、收集和記錄，以防江郎才盡的狀況。第
二，破舊立新，快速行動。如果有新想法，
應盡量、趕快丟出來，好讓他人去檢驗。第
三，思想框架的成長。除了自身的想法，還
需透過別人的刺激，從既有的思維模式跳脫
出來。例如，育成中心便是一個提供建議、
彼此討論的平臺。第四，善用環境裡的資
源，讓創意不斷擴張。第一個想到的點子不
一定最好，將最爛的點子拿來討論、思考，
你的創意才會不斷進步。
康：假使哪天你覺得創意遇到瓶頸，不妨換
個環境、充個電。
在學校，如：國科會鼓勵老師短期研究，
正是如此。藉由吸收新的事物、觀察他人的
做法，去刺激自己，培養一種敏感度。世界
上，我們的環境每天都在改變，端看你有沒
有積極的態度、敏感度，還有習慣。當改變
發生時，你要去觀察、思考後續發展等。而
創新往往就是如此。好比現在畢業生的求職

狀況，或許在未來10年會出現1、2個怪傑，
而且我相信每個時代一定會有，正因他們和
別人想的不一樣。要能具有創造力，通常是
對於生活很不滿意或是不滿於現狀的人，這
類的人到最後會付諸行動。想和別人不一樣
的事，並把事情當成遊戲來玩，當下的愉
快，會使創意隨之而來。

如何導引學生思考？（以商管大樓電梯
擁擠，而行副以身作則走樓梯上11樓為
例）
康：不能讓學生空想！給題目引導他們。
如：商館電梯總是大排長龍，「讓學生走樓
梯是一個思考」，當學生走樓梯了，而電
梯空出來，「如何讓11樓的副校長搭電梯上
11樓」是另一思考。走樓梯、搭電梯的小問
題，如果弄得有創意，也可以申請專利耶！
要獲得點子，應該可以問問學生 。
蕭：藉由觀察去練習思考！
我們可以仿造書中談到的，在瑞典地鐵的
樓梯，變成鋼琴鍵盤的樣貌，並會發出音樂
聲，讓行人願意走樓梯。我們也可讓校園
中的創意小空間，以環境能夠刺激師生有創
意的發想，「創造力的機會是無所不在，關
鍵在於你有沒有看到、想到。」之所以要培
養觀察力，是因為它會變成一種習慣。同樣
的，習慣便會成為一種文化。另外，要有不
斷實驗、嘗試失敗的經驗，從經驗中去累
積，終可成為有創造力的人。您今天創新思
考了嗎？想想您身邊的問題，或者參加研發
處及創育中心的各類活動，來腦力激盪吧！
您想出創意練習題答案了嗎？學生腦力激
盪參考答案如下：
● 配合品德年推行電梯守則，在守則中規
範學生搭乘的禮儀，副校長若要近身觀察學
生，便會有意願搭乘電梯●讓電梯有露天美景
● 想辦法與副校長談話，請他一起搭電梯 ● 告
訴副校長「搭電梯對膝蓋比較好」●如百貨公
司一樣，有美麗的電梯小姐。

全身毛細孔打開 在尼斯體驗世界的差異

法文四

100學年因學校大三留學計
畫，讓我有機會去法國留學一
年，去體驗比起書本和電影中
所描寫的更寫實的法國生活。
剛抵達法國時已經是8月中
旬了，旅途首站是巴黎。在我
下飛機的瞬間，頓時覺得全身
毛細孔都打開了，對於一切新鮮的事物特別敏銳。對什麼都
好奇，都想吃吃看聞聞看。例如：我們很快地發覺法國的水
是鹹的，而法國路人從不介意紅綠燈，有一陣子我甚至懷疑
在法國闖紅燈其實不犯法。服務生道別的時候總要跟你說上
三四句話才肯幫你開門，相反的在臺灣我們卻只習慣用一句
謝謝光臨做結尾。種種只有在國外才能體會到的小細節讓我
感覺很自在，也就跟著入境隨俗了。
就在這一切還很新鮮的情況下，我跟同學們抵達了這次留
學目的地─蔚藍海岸：尼斯。之後大家開始辦理一切手續，
終於看到了法國的巴黎鐵塔和左岸咖啡之外的面目。許多法
國的公家單位不是天天都有開門，加上他們行政效率不高，
我們與他們的邏輯不同容易產生矛盾，這種時候若運氣好的
話我們會遇到大家口中有耐心又熱情的南法人，情況糟的時
候也曾發生被舍監罵法語髒話的事情。學期開始之後更是讓
我們大開眼界：法國人隨地吐痰的比例比臺灣人還高、搭公
車時老是逃票、到處都是扒手等，層出不窮的怪事讓法國在

我心中形象大不如前，是我們過度的理想化法國形象嗎？
我認為，要自己去看看世界，但一定要抱持平常心去看
待和我們認知裡不同的事情。差異是這個世界美好的原
因，好與壞不過是取決於旁人解讀它的方式。只有了解這
一點的人才能從這個世界學習到最多。
學習上，由於我去的是語言學校，開學的時候，學校依
能力分班將學生們分級在以法國行政區命名的班級裡，課
程是會話、作文、地理、藝術史、選修課程（包括童話故
事、戲劇、創意寫作、歌唱）跟在淡江大學差不多，一週
上課時數大約16小時。上課的時候我們跟自己法語等級相
同的外國學生一起上課，所以除了老師之外，不會遇到法
國人，但也因此對我們狹隘世界地圖的概念，很有幫助，
因為班上的同學很可能來自你沒聽過的國家，一口我覺
得奇怪的口音，向你解釋自己的文化。法國的老師很喜歡
在上課時，開放同學們直接用聊天的方式，討論每週的主
題，平時不愛發言的同學也都受到環境的影響，熱烈參與討
論，使得每次開放討論時間成為週末準備題材的動力，這樣
法文四施晴（右三）與外國友人合
方式讓我雖只在法國待了一年，口說的能力卻變得流暢。
一年裡只要有時間，我們便去旅行，把南法幾乎走遍了，
影。（圖／施晴提供）
在人擠人的坎城跟著當地人舉牌要電影入場券、在半夜的公
車上跟一群貌似凶狠的黑人一起唱英文饒舌歌等等…。法國 的原因。最重要的是，這一年我了解世界的遼闊，我學會知足
很美麗，充滿驚喜、生活浪漫，但如果可以，要觀察這個國 而不抱怨，更堅信自己，不隨波逐流。回到臺灣偶而還會想念
家，以及包容這麼多外來種族的同時，文化傳承卻還是成功 在尼斯的小套房，對我來說留學真是個美好的回憶。

全民英檢秘笈
一、重要字彙
1.便秘了（adj.）constipated
2.便秘（n.）constipation
3.吃太多 overeat
4.睡過頭 oversleep
5.高估 overestimate
6.消化（v.）digest
7.消化（n.）digestion
8.消化不良（n.）indigestion
9.自助餐 buffet
10.單點 à la carte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施晴

打開新聞節目，看見的不僅是失業率創新高，
高學歷失業比例增加。裁員、減薪、無薪假無預
警地到來，電子新貴不再是人人稱羨的工作，商
場上各項數字的統計，警惕我們現在的工作機會
是多麼少，而即將離開校園的畢業生又何去何
從？
在這不景氣的年代，升學補習班的業績卻提昇
了。以往畢業生關心的是就業問題，現在升學考
量也成了大學生生涯規劃的重點之一。但為什要
升學呢？同學們，你真的想清楚了嗎？不用急著
回答，看看下列的問題？並問問自己：
1.你為什麼想升學？
（1）因為同學都在準備考試，所以我也就跟著一起準備。
（2）大學學歷不好找工作，所以再念碩士。
（3）不想工作，只好繼續唸書。
（4）父母希望我再升學。
如果你可以從上述選項中，找到符合你想法的答
案，那你真的得好好再考慮•••繼續升學這件
事。
2.你想考的系所是?
（1）現在熱門的系所，但我不確定我是不是喜歡。
（2）畢業後工作不缺的系所，但我對這領域的興趣不大。
（3）我覺得很有興趣，但我不確定學習的內容是什麼。
（4）別人建議我的系所，但我並不瞭解這個領域。
如果你可以從上述選項中，找到符合你現況的
答案，那你得好好再思索，報考系所的選擇。
的確，隨著教育的普及，大學畢業已不是什了
不起的事，頂著學士學位從事服務性質工作，大
有人在。工作機會降低的時代，修個碩士學位的
念頭，經常縈繞在大學生的腦海中。但是你真的
認為擁有碩士學位，工作機會大大增加？或是前
途無量？這不是決定性的答案，你怎知等你畢業
時，碩士畢業生也跟著激增，屆時工作依然難
求。仔細想想後，轉個念想嘗試就業嗎？不妨，
自問下列的問題：
3.你為什麼想從事這份工作？
（1）這是現在最熱門的職業（可是自己對此職業認識不多）
（2）因為錢多、事少、離家近（你確定這是真的？）
（3）相關科系畢業（其實你對這個領域沒有興趣）
（4）大家都說這份工作好（但你不一定這麼覺得）
如果上述答案中，與你的想法有相似之處，那
你真的要再想想是否要投入這份工作！
經歷上述的三個問題，你是否覺得未來更渺
茫，懵懂間還可以繼續往下走，但深思後反不知
該往何去？如果你有這種感覺，那恭喜你，因為
你開始認真地思考自己的未來。不論你想升學或
傾向就業，瞭解自己是很重要也很基本的。要瞭
解自己可從下述三點著手：
1.瞭解自己的興趣，盤點自己的優勢與能力：何
謂興趣？指的不僅是你喜歡的、想做的，還有就
是你適合的、能力可及的。要從何了解呢？興趣
是有跡可循的，從你成長經驗中，如：你是否發
現自己特別容易被某些事物吸引；某些工作你做
起來特別容易上手；過去學習的科目領域中，成
績較突出的。如果你覺得實在想不出來，也可請
教周遭他人，他們覺得你的優勢能力在那，或由
他人的視野裡，發現自己其他的能力！
2.瞭解職場世界，掌握未來趨勢：我們站在門
外，常看見屋裡富麗堂皇的一面，卻忽略佈置與
整理的辛苦。我們對職業的性質與內涵不了解
時，也會看到它令人稱羨與具吸引力的一面，但
它辛苦與困難的那面卻常被忽略。所以相關資訊
的蒐集，在生涯抉擇的過程中，是十分重要的。
現在網路科技發達，透過線上資訊的詢問與搜
索，可增添了解職場上的知識，尤其是平常不容
易接觸的領域。此外，請益親身經歷相關行業的
人士，也是一個好方法，分享的層面也更廣更
深。另外報章媒體的相關訊息或文章，也是資訊
的重要來源，它提供了職場世界的最新消息及未
來走向。
3.瞭解自己與職場世界的適配性：自我探索與職
場世界後，接著要思考計畫如何發展自己的職
涯，尋求想要並適合自己的職業？從事這項職業
的有利資源為何又如何善用？不足之處要從何準
備？以提升自己的能力。在眾多選擇中，我們很
難選出一個「正確的」答案，但我們可以做出
「適合的」選擇。在職涯發展的過程中，你可以
根據自己與職場現況作改變，因為這是一個歷程
而不是終點。
職涯就像人生道路，你想往那去，先設定自己
的目的地，當你昂首前進時，發現此路不通，可
以調整自己轉個彎繼續往前走，遇見叉路，你要
充分蒐集、了解路況選擇一條自己的路，但請你
記住，這條路是你走的，你有權利也有責任去完
成，當然，你絕對有能力到達終點。

郭岱宗（英文系副教授）
11.塞住（v.）stuff
12.吃撐了（adj.）stuffed
13.主菜（n.）entrée
14.上菜（v.）serve
15.電鍋 rice cooker
16.快鍋 pressure cooker
17.在國外（adv.） abroad（技憶技巧：國外很寬）
18.上船、上機（adv.）aboard（技憶技巧：船和飛機都有踏
板）
19.牙線（n.） floss
20.用牙線清牙（v.） floss
臺北校園：10650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二、請填入適當英文，訂正之後，把每一句都大聲唸三遍
1.如果你便秘，試著多攝取纖維。
If you are _______,try more _________.
2.吃太多易造成消化不良。
_____often causes ________.
3.如果你不那麼餓，叫單點就好了。
If you are not that hungry,just _____something _____ ______
_____.
4.上主菜時，我已經吃得很撐了！
I was already _____ when the ____ was ____.
5.對於思鄉的海外亞洲學生來說，電鍋是個寶！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A ____ ______ is a ____for many homesick _____ students
studying ____.
6.牙醫建議大家規律性用牙線潔牙。
_____ advise people to ____ ______.
三、答案
1.constipated ,fiber
2.Overeating, indigestion
3.get , à la carte
4.stuffed , entrée, served
5.rice cooker , treasure ,Asian ,abroad
6.Dentists , floss regularly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