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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產業急速轉型的今天，設計模式由原來單打獨鬥逐漸轉換成

合作式設計，甚至是跨領域合作的運作模式。而台灣目前亟需提

升創意產業，因此建立較佳的討論模式將有助於提升討論的品

質，進而以此協助創意產出並提昇產業的價值。本研究以兩位受

測者組成的團隊進行十組實驗，在過程中分別運用傳統媒材與數

位媒材討論，希望透過個人擁有不同之高低創造潛能組成的團隊

型態，與設計過程、設計成果之間進行分析，探討三者之間的關

係，並討論設計成果較佳的團隊在設計過程中展現的特質，藉以

提供未來的合作式設計作為依循的方向。 

研究中針對團隊與個人設計過程不同的特性而重新定義編

碼外，並得到以下的結果：(1).相似的創造潛能成員組成可能產

生截然不同的設計成果。(2).數位與傳統兩種不同媒材的運用

上，並不會對創意表現有所影響。(3).本研究中相似創造潛能組

成的四個團隊中，討論型態以腦力激盪的方式較分開獨自思考，

更能得到較佳的設計成果。(4).設計過程中概念衍伸度較高的團

隊，能得到較佳的設計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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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針對團隊設計過程發展的深度提出『概念衍伸度』，

除了作為未來團隊討論品質上的評價依據外，更提供未來設計團

隊或設計教育在提升創造力時作為參考。透過研究可以發現，創

造力的表現不只是提出不同的概念，從這些概念中決策與篩選

後，並延續此概念進行衍伸性的討論將是最大的關鍵。創造力的

表現不只是一個人的天馬行空，團隊合作及適切的討論模式，才

能真正產生更具有深度及價值的設計。 

綜觀以上的結論，期望本研究能對設計教育中團隊教學模式

的推動、未來數位繪圖軟體開發，及團隊討論過程創意表現的發

揮能有所幫助，且協助設計相關知識更臻完美。 

 

關鍵詞：創造潛能、合作式設計、PSEP、設計媒材、概念

衍伸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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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dustry is transforming quickly, it is no longer applicable to 

complete a design case by oneself. Therefore, the appropriate method is 

collaborative design in which professional designers and engineers 

discuss the same subject many times in cross-field integration. Further, all 

the markets are starving for promoting the original products, so it i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e better group composition and the best 

discussion form to a design group. The experiment was done by ten teams 

composed by two students to accomplish the design assignment in this 

research, to analyze the interaction among group composition, design 

processes and design performance. Understanding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design team with better performance in their design process hopefully 

could help build up a model that could be followed by other design team. 

This research redefines the coding scheme for collaborative design 

in DCOCS. Results are following: 1. similar group composition is 

possibly to have entirely different design performance. 2. Digital and 

traditional media does not influence the design result and creative 

performance differently. 3. The design team with brainstorming 

discussion will gain better design result revealed by the four similar 

creative potential group compositions in this research. 4. The design team 

having better design performance also show higher design exploration 

rate in their design process.  

This research addresses the “idea exploration rate” measuring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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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th of discussion with the design team. It is used as an evaluation 

standard of the discussion quality by a design team, and also a new 

direction to the design education and design consultancy. By this research, 

we know creativity is not only creating a brand-new style in your 

assignment, but to make a correct choice and keeping on what you have 

been done in an exploratory way. Creativity is the key to increase the 

depth and value of the design is team work and the great discussion form. 

This research hopefully can help the promotion of collaborative 

design in design educ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software, the 

creative performance of collaborative design process, and finally assisting 

the design knowledge to be more completed. 

 

Keywords: creative potential, collaborative design, PSEP, design 

media, idea exploration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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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對於設計思考的研究，過去主要探討設計師個人的思考過程

與內容，但在團隊的設計過程中，有許多的因素促使設計成果有

所變化。團隊的成員中個人所擁有高低不同的創造潛能，是否會

影響團隊最後的設計表現？而個人所擁有的創造力，是影響團隊

設計成果最大的主因，或是在設計過程中有其他更為重要的觀察

指標，可以作為評價好團隊的依據，這些都是尚待解答的疑問。 

而關於設計過程要如何提升創造力的表現始終是一大疑

問，是否創造力的表現可以透過設計過程或設計結果產生的效

益，透過數據化的呈現，將之視為團隊創造力的表徵，或是各團

隊之間所展現創造力的指標。 

在設計的領域而言，即便設計師的概念特殊或多樣化不足以

代表就是好的設計。因此可以發現設計所展現的真正價值，除了

對於題目提出的新想法概念之外，團員之間腦力激盪的成果不只

是無中生有，而是運用討論的過程中，將值得發揮的主題定義清

晰，並選擇出最值得發展的重點，進而針對討論與衍伸下的主題

賦予更新的形式與存在意義，本研究針對設計過程此種型態的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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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活動，定義為『概念衍伸度』。 

以下將針對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問題、研究目的與目標以

及研究流程架構進行說明。研究背景與動機主要說明目前設計大

環境的趨勢以及洞察值得探討的重點，藉此定義研究方向。研究

問題主要釐清從設計背景而來的資訊，進而定義出本研究要探討

問題與大方向。研究目的與目標為本研究想要達到之主要目的與

研究執行的目標。研究流程與架構將提出整個研究藍圖之規劃。 

1.1研究背景及動機 

由於科技發展的一日千里，現今產品創新的模式不同於以

往。消費者的喜好已經不單在功能上有所要求，對於使用上的感

覺與非視覺化內在層次凌駕而上（林榮泰，2003），因此唯有將

產品不斷的創新，才是最佳的生存之道。而講求團隊設計的今

天，決勝點已不只是個人能力出色與否，而是整體團隊合作之成

果，在產品生命週期急速縮短之下，唯有透過不同領域的橫向整

合，配合各單位的內部資源優勢，才有可能在短時間內設計出優

秀的創新產品（徐世明，2003）。 

對於創意衍伸而來之價值日益提升的同時，這些創意的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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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刺激方式至今卻尚未完全被清楚解釋與分析(Jones, 1992)。由

於在實際進行設計議題操作時，設計師在未有一個明確之方向

時，唯有依靠經驗累積下的直覺性思考進行相同的步驟與模式，

習慣於依循著一定流程進行設計(Suwa & Tversky, 1997)。但這些

經驗下的產物，卻難以直接透過有經驗的設計師，統整成一個有

系統的知識授予學生，因此這些知識很可能在無形中消失殆盡。 

在此創造力形成之來源尚未完全開發時，希望透過實驗的方

式，將設計過程中有價值之發現，以彙整與比較之方式形成相關

知識，並且推演成為可運用的技巧與方法，使得未來設計在創造

力發揮方面，可以獲得更有效的提升。 

對於產品創新設計團隊中，很可能由跨部門的人員所組成，

但每一個人在創造潛能上各自有不同類型的專長所在，且創意高

低差異不同。因此在追求高品質與高效率的同時，參與人員的選

擇與分配也是重點之一。因此希望透過本研究對於個人創意潛能

與設計過程中創意產生的現象，提供未來團隊在設計組成上能更

有所依據，並且觀察團隊討論過程，讓未來團隊有更明確的努力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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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問題 

對於求才若渴的眾多企業來說，與其期盼全能的成員加入陣

容，不如集合各具專長的人組成團隊。且現今轉變為跨領域整合

導向的市場，單人卓越的一己之力，已經無法滿足市場上複雜之

需求（張家鳳，2004）。唯有適應合作式設計的方式，將不同專

長的成員巧妙的安排於最適宜的位置，才是求勝之道。 

有鑑於此，在整個設計過程的進行中，團隊的討論模式與討

論重點，是否有較佳的模式可依循，進而讓未來的設計團隊在討

論之中，得以朝正確的方向加以討論，將是本研究觀察的重要問

題。並且透過研究觀察抽象的創造力與設計評價，討論兩者之間

是否有直接的相關性。 

1.3研究目的與目標 

合作式設計為了在產品創意構想階段達到最佳的效益，無論

是參與設計的成員或是過程中使用的媒材，都可能對於討論的品

質產生影響，因此針對此兩種因素下進行實驗與分析。 

本實驗之目的為： 

(1)探討團隊設計中個人不同創造潛能，對於合作式設計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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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表現層面之影響。  

(2)瞭解相似的創造潛能團隊組成，設計過程之概念衍伸度與

設計成果之關係。 

透過上述形成以下之目標： 

(1)使用Torrance拓弄思創意思考測驗測量創造潛能，請專家

評鑑各團隊之設計創意表現，並討論創造潛能組成是否會影響設

計創意表現。 

(2)檢視創造潛能組成相似的團隊，引用DCOCS編碼方式觀

察團隊設計過程，並探討其概念衍伸度與設計成果的關係。 

1.4研究流程與架構 

本研究之研究流程先從文獻中之設計思考與設計過程、創造

力的定義與概念、合作式設計、設計媒材研究與研究方法五大方

向，將研究的基礎理論作整理與探討，再討論本研究中運用的口

語分析與訪談之實驗方法，實際操作的流程與重點進行解說。從

實驗結果中得到相關的數值與設計團隊過程中的資料後，將資料

進行整理，並歸納出研究的結果，研究結果主要運用DCOCS編

碼與發展階段預先發想結構比例進行分析。進而可以從文獻與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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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結果之中整理出本研究的分析與討論部分，主要從創造潛能成

員組成、合作式設計團隊模式、概念衍伸度與不同媒材為主題。

進而提出本研究之研究貢獻，及設計過程中遇到的研究限制，最

後提出給予未來研究者之建議，研究流程整理如圖1-1所示。 

 

圖1-1  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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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段將以設計思考與過程、創造力、合作式設計、設計媒材

研究與研究方法這五大範疇進行文獻探討之研究，將本研究理論

依據做進一步的描述與整理，如圖2-1所示。 

 

圖2-1  文獻架構 

2.1設計思考與設計過程 

1970年代有些研究開始運用認知心理學與人工智慧的研究

成果與研究方法，進而產生兩個新的研究領域–設計認知與設計

運算(Miller, 1956)。由認知心理學與人工智慧的研究成果，並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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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反應到設計行為上，形成了西方當代設計認知與設計運算的主

要方向，同樣也是當代設計理論的主軸如(Mitchell, 1990)。而目

前的設計思考領域中，已經有三個較為成熟的設計思考型提出，

分別為資訊處理模型、看-動-看模型以及雙重搜尋模式。 

關於設計過程的定義相當廣泛，本研究以設計師的創新設計

為主題。而本段的介紹以設計過程為主軸，並討論設計過程與概

念發想階段、溝通以及設計過程中的概念延伸性。 

2.1.1設計過程與概念發想階段 

設計過程包含分析、構想結構、初期設計、細部設計與生產

計畫五階段(Cross, 1989)。與本研究最有關連性的構想階段，被

視為創意性思考的核心（李惠琳，2002）。 

構想發展階段包含了三種形式的轉換：新構想產生、水平轉

換與垂直轉換(Goel, 1995)。新構想產生是指與過去構想無關，全

新的設計作品。水平轉換是根據先前的構想，修正成為另一種相

關但明顯不同的作品。垂直轉換則是透過更詳細的描繪與增加細

節，進化先前的作品。其中新構想產生與水平轉換最常出現在構

想階段，而垂直轉換則出現在兩者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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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概念發想階段，大量繪圖(drawing sketch)是不可或缺的

過程。草圖有兩種功能，將心中的影像具體呈現的媒介，與透過

視覺感知後，產生新的影像畫面(Goldschmidt, 1994)。而草圖可

作為設計構想產生的一種刺激，像是無形中透過形體呈現，成為

概念與設計師之間對話的橋樑。 

2.1.2設計過程與溝通 

近五十年之研究經驗累積得知，在團隊的設計過程中會面臨

非常多的窒礙，而其中設計活動中溝通(social)的元素成為合作式

創造力發展的一種約束(Warr & O’Niell, 2006)。這樣的結果發現

設計團隊無法發揮他所能發揮的全部，對於設計過程造成了極大

的影響。其中溝通阻礙分為三種型態： 

1.溝通程序阻礙(social influences of procedural mechanisms)： 

組員為了避免同時發言，也許隨後便忘記或因自己認為不切

題而壓抑，將想法在自己腦中演練一次才說，怕被干擾或是為了

溝通，而上述行為產生組員可能慢慢灰心而不願再提出概念，有

研究為此提出兩人同時提出概念的想法（SDG-單一顯示全體軟

體，SGS-同時群體編輯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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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溝通心理結構影響(social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設計師該拋開個人成見，才能免除害怕發言的情形，因此該

避免權位差距的形成，因此有人研究匿名提出概念的方式。 

3. 經濟效應(economic mechanisms)： 

指成員變懶散，彼此過份依賴他人的成果，不會貢獻所有自

己能力所及的表現，團體成員將成果視為所有人的表現，但個人

要為成果完全負責，因此需提升個人在團隊中個人表現的鼓舞。 

2.1.3概念衍伸度 

過去的研究中，對於團隊模式進行設計的價值，有的文獻對

於團隊模式在概念數量的提出質疑，並認為以非討論模式分開進

行設計時，可以提出較團隊討論模式更多的概念(Taylor, Berry & 

Block, 1958)。更有研究提出設計過程中，以分開形式進行設計的

團隊，最終可以在概念的數量上達到討論模式團隊的一倍

(Demhis & Valacich, 1993)，並且在設計過程的流暢性(fluency)與

獨創性(originality)上有較佳的表現，但此類型的團隊並無法在變

通性(flexibility)層面上有較佳的表現。 

因此Warr ＆ O’Neill(2006)透過一系列的研究，先以流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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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ency)與獨創性(originality)作為評價團隊設計價值的標準，分

別以分開作業團隊(nominal groups)以及互動討論團隊(real groups)

兩種模式進行研究，並在過程中控制溝通的因素，結果發現兩種

團隊在兩種層面上並沒有產生顯著的差異。因此進一步的探討兩

種團隊模式在變通性上的表現，發現兩種團隊在概念數量的產生

上並沒有顯著差異，但在每一種概念的平均討論數上，互動討論

團隊明顯的大於分開作業團隊，更說明了真正好的團隊模式產生

的價值，除了在概念產生的數量之外，更重要的便在於每一個概

念在討論過程所衍生的數量。 

2.2創造力的定義與概念 

創造力的研究始於1950年Guilford倡導之下，自此有關於創

造力的理論模式便不斷被提出（吳靜吉、陳嘉成與林偉文 , 

1998）。但創造力的認可，除了個人對於概念呈現的能力之外，

還需要出現在適恰的時機點，並且受到學門與領域內的守門人肯

定，才算是創意的展現。因此時至今日，對於創造力概念和定義

上的分歧，都仍未獲得實質的解答，也因此讓研究者造成極大困

擾（劉世南與郭光誌, 2001）。進而對於創造力紛亂的解釋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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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所整理與理解，並選擇適合研究命題的創造力定義與範圍。 

毛連塭等人（2000）對創造力定義觀點歸納出八種主張，創

造力定義隨時帶演進不斷在跟著產生變化，因此研究者依循不同

年代重新規類出新的類別必然重要。簡要整理為『問題解決之

能』、『運用思考之能』、『創新事物之能』、『自我實現之能』、

『創造人格傾向』、『聯舊結新之能』、『多元能力組合』與『綜

合表現論』。 

2.2.1創造潛能 

創造力研究主要使用Guildford所提出的擴散性思考為原

理，（毛連塭等人，2000）。Guildford提出：『擴散性思考的特

色是多樣性的反應產生，而這些反應不全然是由已知推得的。』

且並針對創造力進一步提出『智力三維結構』模型，他認為創造

性思考的核心便是三維度中處於第二維度的『擴散性思考』。 

強調智力結構和心裡學計量學者，認為創造力是一種擴散性

思考的能力，可透過量表測量出創造力的分數，進而顯示出創造

力的高低（黃美娟、林美純，2005）。Torrance即在Guilford理論

的基礎上，發展了拓弄思創意思考測驗(the Torrance tes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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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ve thinking)，並且提出了關於擴散性思考的四個主要特徵： 

(1) 流暢性(fluency)：短時間內能表達出的觀念和設想數量。 

(2) 變通性(flexibility)：能從不同角度靈活地思考問題。 

(3) 獨創性(originality)：具與眾不同想法和獨特解題思路。 

(4) 精密性(elaboration)：能想像與描述事物或其具體細節。  

在創造力研究不斷演變的此時，回頭省思Guilford理念所編

製成的創造力測驗，雖然受到質疑與批評但不足以全盤否定此一

取向的研究成果（吳靜吉、陳嘉成與林偉文，1998）。進而今日

我們使用擴散性思考測驗的目的以不同以往，不再企圖以擴散性

思考作為創造表現或成就，而是將此視為『創造潛能』的預測或

估計值(Runco & Chand, 1995)。 

2.3合作式設計 

Stewart與Stasser(1995)認為，當專案面臨決策關鍵時，團體

相較於個人會被視為是較好的決策單位，這種對團體的偏好，乃

因團體能比單獨一個人能有更多機會使用到較多的訊息。而設計

過程中，由於多數問題都是複雜難解的，因此Cross與Cross(1995)

提倡設計師團隊合作觀念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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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近年來在全球運籌供應鏈體系運作以及全球化競爭激烈

環境下，業者為了保有競爭力，紛紛講求以短時間、低成本生產

出符合顧客需求的產品為目標，因此各企業逐漸走向跨區域多人

參與產品設計與開發之協同設計以及跨廠製造、組裝之產跨領域

跨領域恐欲跨領域業型態，以因應生產環境的快速轉變（張家

鳳，2004）。許多有價值的創意是由現有的概念所集結而成，因

此合作式設計發展可望成為新創造力的綜合體元素(Petre, 2004)。 

2.3.1 網路合作式設計 

二十一世紀是資訊網路的時代，其主要特色即為全球化、數

位化以及個人化，因應全球化的商品行銷策略，導致數位媒體設

計產業必須能準確地掌握各地市場反應和地域文化性，為能充分

了解區域性市場環境特性，導入適當的設計元素，與該地區域設

計師合作可以說是最好的解決方案之一，所以一種數位的「合作

設計」模式正在蔓延（戴瑤強，2003）。而合作式設計最主要依

據時間與地點，分為同時同地、同時不同地、不同時同地、不同

時不同地四大類如表2-1所示，而本研究是以同時不同地模式進

行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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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合作式設計模式 

在數位化繁衍快速的今天，唯有徹底發揮數位與網際網路的

優勢，才能在競爭激烈的今天取得一席之地，這些工具在個人化

使用的過程中，較少遇到重大的阻礙，合作式形式最先需要突破

的便是溝通上的障礙。現今有許多研究採用類似MSN Messenger

進行即時視訊或啟動遠端協助進行合作設計繪圖，如圖2-2所

示。此外Microsoft Net Meeting，除了具有線上即時溝通程式的功

能，且可啟動同步的電子白板，利用數位手繪板來進行手寫輸入

或繪製簡易的圖示，以圖文說明的方式進行設計（李政昌，

2004），更能夠透過視訊裝置(web cam)即時取得聯絡人的影像。 

 

圖2-2  網路即時溝通軟體 

 相同地點 不同地點 

相同時間 
同步模式 

(synchronous) 

分散式同步模式 

(distributed synchronous) 

不同時間 
非同步模式 

(asynchronyous) 

分散式同步模式 

(distributed asynchrony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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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合作式設計成員組成 

本研究在合作式成員組成的部分，讓受測者以自由報名的方

式，來搭配與自己溝通默契上最為熟識的對象，而不是將參與的

成員先透過實驗者硬性的調整。由於在過去的研究中發現，溝通

的行為對於參與成員的創造力可能產生了最大的阻礙，因此本研

究透過此方式抑制此現象的發生。 

此外Warr & O’Neill更透過文獻與實驗，認為過去文獻運用

擴散性思考分析合作式設計貢獻時，對於合作式設計模式未給予

正面之肯定，這是由於過去文獻對於擴散性思考的運用層面偏重

於流暢性與獨創性上，並透過實驗後發現討論模式與分開思考兩

種不同的團隊模式，在設計過程中流暢性與獨創性的發揮並沒有

明顯差異(Warr & O’Niell, 2005a)。 

在設計過程中，產生越多橫向思考與擴散性思考的表現，這

樣的團隊會被認為是有創意的，而變通力有效的測量此數據。並

從其研究中發現合作式設計過程，發現真正價值應該體現於變通

力上的表現，合作式設計所展現出的價值並非是概念數量的多

寡，而是過程中概念所涉及不同層面的價值體現。並非在於概念



 
 
 
 
 
 
 
 

- 17 -

的量，而是將概念的質提升，這便是變通力所代表的意義所在

(Warr & O’Niell, 2005b)。 

針對創造潛能測驗評比方式，郭有遹（2001）提到在Torrance

的研究中不建議將創造潛能的流暢性、變通性、獨創性與精密性

直接的相加，來象徵創造潛能的高低，較佳的方式是將各種概念

的涉及範圍加以分析，將每一種特性的數據加以定義，來解釋不

同層面的創造能力。因此本研究在設計成員組成中，參與者高低

不同的創造潛能，取決於其在圖形變通力與語文變通力上的表

現，將分數標準化後相加並以受測者全班的人數加以排名。 

2.4設計媒材研究 

在不同設計理論典範中，設計媒材的重要性已被研究者強調

且指出。從資訊處理典範中，不同的設計媒材代表不同分析問題

的方法。從行為反射(reflection-in-action)典範中，Schön與Wiggins 

(1992)證明了設計媒材中草圖的重要性，藉此說明設計是設計媒

材與設計師視覺感官的對話，設計師因此倚賴設計草圖來推進設

計過程，好幾種在設計中發生的視覺感官類型已被發現，包含視

覺符號的基本認知，視覺品質的評價與視覺空間的浮現與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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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近年來，由於科技的急速進步，直接的影響到了設計活

動中的進行方式。原來設計過程中價值已被認同的手繪草圖，在

數位媒材逐漸成熟後，開始對傳統的設計過程產生諸多的衝擊

（劉育東等人，2001）。 

2.4.1傳統媒材研究 

在過去十年中，設計草圖被視為一項非常重要的設計認知研

究議題(Goel, 1995; Goldschmidt, 1991; Schön & Wiggins, 1992; 

Suwa, Purcell, & Gero, 1998)，普遍相信設計草圖可以影響設計過

程與品質，在草圖特性的相關研究中，發現到草圖的模糊及不確

定性有助於設計者重新詮釋(re-interpret)或解讀原來的圖形以激

發想法(Goel, 1995)。  

Suwa與Tversky(1997)以影音回溯口語分析認知實驗，探討設

計專家與設計生手從草圖中得到哪些資訊及如何與草圖進行溝

通。在比較設計專家與設計生手的研究結果中，Suwa與

Tversky(1997)提出有經驗的設計專家比較容易以草圖的圖形視

覺特性(visual attributes)來推導設計上的機能思考。同時，專家也

比較容易草圖中讀出或發現“非視覺“(non-visual)的機能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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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設計認知研究中，未預期之發現與重新詮釋為設計草圖的

兩大特徵。當設計師重新檢視它的草圖時，可能會導向發現新的

視覺元素與組合，此發現稱為未預期之發現(Schön & Wiggins, 

1992)，而Goel (1995)命名為橫向型變(lateral transformation)。另

一種可能性為發現新的相關的抽象概念，功能需求與設計義涵，

這種發現則被稱為重新詮釋，(Goldschmidt, 1991; 1994)在她的建

築研究中將此命名為“視如＂(seeing-as)，設計師依賴此二特性

來解決困難的設計問題與重新闡述設計。 

2.4.2數位媒材研究 

目前的數位媒材中包含數位手繪系統與3D繪圖系統兩種。由

於3D繪圖系統在操作性上的考量，讓使用者對於操作方面，目前

多數的CAD系統介面的選項與工具列讓設計者花太多心力，若在

設計發想階段與傳統媒材同步進行比較，將難以專注於設計概念

上的發揮(Gross, 1996)。因此為避免設計者只是被動的遷就電腦

的特性，從事設計思考時會不如傳統筆紙般的隨心所欲(Wong, 

2000)，本研究將以使用習性上較為接近之數位手繪系統為數位

媒材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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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楚卿（2003）更發現使用數位手繪系統設計過程中，設計

者習慣利用的圖形思考過程會受不同媒材特質所影響，數位手繪

系統比傳統媒材多了具體層次的圖形呈現，始設計者較完整檢視

設計的具體圖形得以在草圖階段繪製。但數位手繪系統對於創意

產出的影響，是否和圖形思考過程一樣有所影響值得探討。 

對於輸入介面的改善，很多研究都認為筆式輸入(pen-based 

input)最適合作為草圖階段的輔助介面(Gross, 1996)。為了使電腦

可以輔助設計構想階段，筆式系統(pen-based system)的輸入介面

及互動性的顯示輸出介面重新被不同領域的研究者所重視。而本

研究主要是針對以草圖繪製，圖形辨識為主這一類型的系統

(Gross & Do, 1996)，數位手繪系統的外觀如圖2-3所示。 

 

圖2-3  不同筆觸與顏色，並可儲存及擷取草圖 

2.5設計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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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年來討論設計思考本質的研究方法，主要為訪談設計師

(interviews with designers)、觀察與案例研究(observation and case 

studies)、口語分析(protocol analysis)、理論探討(reflection and 

theory)與模擬實驗(simulation trials)五類(Cross, 1999)。 

其中口語分析是設計思考研究中最常見的研究方法，通常必

須進行設計活動的實驗，並將實驗者在期間的口語資料記錄與編

碼，目的在得到思考過程的序列。以下將就口語分析、創造潛能

測量、發展階段預先發想結構進行詳述。 

2.5.1口語分析 

其中，從1920年之後，口語分析逐漸成為心理學重要研究方

法之一，然而，過去的口語分析因為無法正確記錄受測者的口語

資料，所以受到了種種限制，直到1945年錄音帶的出現，才能夠

更精確的收集資料，口語分析方法開始普及使用研究上。著名的

西洋棋研究使用的便是放聲思考口語分析法，Newell與Simon也

將口語分析應用在對邏輯問題解決的研究裡。而近年來，許多關

於設計思考的發表文章中，也嘗試將這個原本使用於認知心理學

的研究方法，應用在相關設計思考研究上(Goldschmidt,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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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Schön & Wiggins, 1992; Suwa &Tversky, 1997)。 

關於設計模型，大多以口語分析為其主要研究方法。在設計

思考與運算研究中，最常被使用來了解設計師如何解決設計問

題、設計活動如何進行的研究方法就是口語分析，口語分析是基

於心理學的資訊處理理論而來的研究方法(Simon, 1983；Newell 

& Simon, 1972)。 

口語分析的出現成為研究人類解決問題機制的新方法，由於

此研究方式可以提供人類解決問題過程中所包含較完整的資

訊，但一般對於口語分析的質疑依舊很多，例如對於設計師的個

案研究，缺乏對於實驗情境與條件的控制，實驗者在實驗過程中

和受測者互動，可能會導致對結果有所影響，對於設計活動中無

法言語的部份無法掌握(Eckersley, 1988)。Davies(1991)更提出質

疑，他認為在解決設計問題時，同時要求受測者言語化

(verbalizing)其行為，設計思考方式也會隨之改變。 

目前口語分析實驗方法有放聲思考(thinking aloud)及Suwa與

Tversky(1997)所提出的影音回溯(retrospective)兩種實驗進行方

式。影音回溯主要是為了避免放聲思考干擾設計過程，以及改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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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回溯法短期記憶不足的問題而發展。對於兩者的優缺點，已

有研究以電腦草圖研究比較放聲思考及影音回溯法，指出放聲思

考適用於過程導向(process-oriented)的設計研究，而影音回溯較

傾向於內容導向(content-oriented)的設計研究。因為影音回溯中，

設計者較多描述除了動作以外的感知，機能，及概念範疇中的因

子。雖然放聲思考較多描述動作，但有些研究認為這種方法對設

計行為會造成影響(Lolyd, Lawson, & Scott, 1995)。此外 Suwa等

人(1998)在其研究限制中提到利用影音回溯法的缺點是無法從影

片中的視覺暗示記憶當時的感知動作。但Gero & Tang(2001)在比

較放聲思考與影音回溯的研究中，發現兩者提供了資訊是相似

的，並認為放聲思考不會影響設計過程的進行。 

自從Eastman(1970)發表第一篇關於口語分析的文章後，口語

分析這個原先發源於心理學的研究方式，就正式進入設計思考的

領域。Akin(1978)將它帶入研究建築設計行為中，利用口語分析

的方式建立出建築設計行為的樹狀結構圖，再配合基模的應用，

分析出設計活動的過程。對於設計思考研究，口語分析是現有方

法中最好的選擇，因其資料中蘊含了大量人類思考的資料，有助



 
 
 
 
 
 
 
 

- 24 -

於分析設計行為。另一個原因是，經由回溯(retrospection)或內省

(introspection)方式得到的思考資料，過於主觀與片段，較難發現

設計思考中的特徵與過程，同樣的，無法採用問卷來詢問設計師

的思考過程。 

2.5.2創造潛能測量 

近半世紀以來，擴散性思考已成為評量創造性思考的重要指

標，Guilford、Torrance 等作為創造力心理測量學派主要代表人，

他們編著的創造力測驗工具已經被廣為使用，類似的這些創造性

思考測驗通常被稱為Guilford-style 創造力測驗。基於相同理論的

創造力評量工具不斷被開發，在眾多的Guilford-style 測量創造力

的方法中，以擴散思考為指標而編制的測驗，是最常見的一種，

它主要評量受測者之流暢力、變通力、獨創力、和精進力。目前，

創造力心理測量學已經廣泛用於人員評鑑及教育訓練等領域。 

吳靜吉等人(1999)在新編創造思考測驗研究中也指出，目前

的創造思考測驗，或太複雜、或未考慮文化因素、效果不佳，再

者由於版權問題、測驗內容、常模及評分等的不適用，甚至是測

驗時間太長、訓練評分員不易等問題，都促使我國學者不得不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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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省思檢討以往的研究，並進而因需要而發展了《新編創造思考

測驗》。 

本研究對象為設計系所學生，設計系所學生較之於其它領域

更常接觸新奇事務，若使用70年代初的舊版拓弄思創意思考測

驗，面對文化與社會的變遷，將使得研究者在進行獨創力的評分

工作面臨困境，因為若無法獲得理想適切的變通力常模，獨創力

則很難適切地被評估。為避免出現測驗效度不佳的問題，故本研

究將採用吳靜吉等人(1998)編製的《新編創造思考測驗》以進行

「創造潛能」測量。 

此測驗是由吳靜吉、王文中、郭俊賢、陳淑惠與李慧賢的先

前研究，經過預試修改後，再由吳靜吉、郭俊賢重新修訂的量表。

量表包括圖形和語文兩個測驗，各可得到流暢力、變通力、獨創

力與精進力（只有圖形測驗才有）等分數指標。  

（一）圖形創造思考測驗  

該測驗在民國85年的預試版本後經吳靜吉與郭俊賢重新修

訂與重新編排「人」型的大小排列順序，將「人」形增加到57

個，並於指導語當中加入說明要受測者將「人」形當成圖形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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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來看待，而成為最新的版本。該測驗實施的時間為10分鐘。  

（二）語文創造思考測驗  

語文創造思考測驗所採用的題目是「竹筷子的不尋常用

途」，讓受測者儘量去想出竹筷子除了吃飯、夾食物之外還有哪

一些不同且有趣的用途。該測驗實施的時間也是10分鐘。  

經1996年吳靜吉等考驗過的《新編創造思考測驗》，即使是

新手評分員也能呈現肯得爾和諧係數0.97的一致性指標。 

（一）測驗內容：  

最先編製形容詞檢核表(the adjective check list)的Gough按其

多年研究經驗，經項目分析結果，編製創造性人格量表(the 

creative personality scale, 簡稱CPS)，包括30個形容詞，其中18個

形容詞與創造力正相關，而12個形容詞與創造力負相關。本研究

所使用的量表是由吳靜吉（1981a，1981b）根據Gough創造性人

格量表修訂而來。其中18個與創造力正相關，其餘12個負相關。 

（二）施測及計分：  

每勾選正相關一題得1分，每勾選負相關一題得－1分，計分

方式是將18題與創造力正相關題目得分，減去12題與創造力負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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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題目得分，即為創造人格總分。總分愈高表示創造性人格特質

愈佳。 

（三）信度：  

根據Gough的研究顯示在4個互相包容的群體中，經由項目分

析估計之α信度經驗證結果均表示本量表項目間一致性頗高。  

（四）效度： 

吳靜吉修訂這份量時，他發現拓弄思語文創造思考測驗乙式

的分數和CPS的分數呈顯著的正相關。 

（五）再測信度： 

在Torrance初步的研究中，以20位3至5歲幼兒為受試者，兩

星期後全部重測，所得再測信度為0.84，每個活動分別是：流暢

力為0.71，變通性為0.79，獨創性為0.67，精密性為0.58。 

而詹鎔瑄（2002）以中原大學室內設計系學生為受測者，圖

形創造思考測驗與文字創造思考測驗流暢力的再測相關為0.60

與0.46，變通力的再測相關分別為0.54與0.44，獨創力的再測相

關分別為0.42與0.34，精進力的再測相關為0.52。 

而本研究運用林美玲（2006）在其研究中，對長庚大學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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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系全系學生所進行的創造潛能測驗數據。 

2.5.3發展階段的預先發想結構(PSEP) 

Finke、Ward與Smith(1992)提出「產生發展模型」(Geneplore 

model)，此模型提供了一個研究創意的方法與實驗架構。此模型

簡明扼要的將創意過程區分為「產生」與「發展」，在產生階段

人們會有一些認知上的預先發想結構(preinventive structures)，預

先發想結構是最終創意產出的發源地。在發展階段預先發想結構

的屬性會被重新詮釋或是修改，進而產生創意。透過視覺研究、

發明、概念發想等實驗資料，Finke等人(1992)提出創意的發展就

是一連串的「產生」與「發展」的來回激盪。創意過程的現象產

生於創意過程與預先發想結構的屬性的交互連結。 

「產生發展模型」提出創意過程的特徵為產生階段與發展階

段的交互出現，因此發現越多發展階段的預先發想結構(PSEP：

preinventive structure in the exploratory phase)則代表此設計過程

越有創意(Tang, 2002)，因此將具有發展階段的預先發想結構的斷

句除以總斷句數可得到PSEP比例，本研究將它視為創意的指標。  

從設計內容導向編碼系統(DCOCS)的分析來看的話，略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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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在的層次，包含感官層(physical level)和感覺層(perceptuall 

level)，這兩者歸類在偏向外型(form)上的思考;另外外在的層次包

含機能層(functional level)和概念層(conceptual level)兩種，較偏重

於功能(function)上的呈現。而當我們依序的觀察口語分析內容

後，將每一個斷句之間隔開，並比較兩者是否在思考上產生了一

個跳躍，這種概念上的跳躍可以從外型到外型、外型到功能、功

能到功能、功能到外型四種。這些概念上產生跳躍的一個斷句，

歸類於有創意性產生的片段，也就是發展階段的預先發想結構。 

統計發展階段的預先發想結構(PSEP)出現的次數與比例，

PSEP斷句可能不停出現在設計者設計過程中的不同階段，可能

平穩的進行著，或在各階段呈現不穩定的起伏（唐玄輝，2006）。

透過PSEP比例的整理後，可以清楚分析整個實驗流程當中，設

計者在各階段所呈現出來創意的指數，其比例以及不同構想之間

的區隔表現方式透過運算，可表現出各階段上高低起伏，並配合

影片上的畫面和訪談，做一個比對。 

沿用設計內容導向編碼系統(DCOCS)編碼與發展階段的預

先發想結構(PSEP)比例的創意測量方式，本研究繼續探討使用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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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手繪、數位手繪系統進行設計對創意發展的影響，比較使用兩

種不同媒材的設計者在設計過程中的創意發展。 

預先發想結構的定義上，將出現視覺層、機能層與概念層的

斷句，都歸納成一個含有預先發想結構的斷句。設計過程中發展

階段的預先發想結構出現的次數，除以時間單位內的斷句數，便

是創意產生可能性的比例，PSEP的計算方式如圖2-6所示。 

 

 

圖2-6  團隊PSEP計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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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觀察不同的設計團隊，依照其高低不同的創造潛能作

為分組依據，進行實際的設計議題發想，以概念設計階段的互動

討論與發想為主要觀察目標。並分析是否團隊創造潛能高的設計

團隊組合，面對一樣的設計問題時，得以產生較高的創意成果。 

設計過程中團隊運用傳統與數位兩種媒材，在設計結束後進

行簡短的概念發表，並以此作為六位專業設計師評鑑工作上的依

據，從七種面向進行評量工作。本研究使用口語分析方法，共進

行十組設計團隊的實驗，處理相似但不相同的設計主題。本章節

將就研究資料收集部分加以說明。 

3.1 實驗設定 

在合作式設計的過程中，參與設計的團員可以自然的進行對

話，因此可以免去放聲思考過程當中，設計師非自然描述過程中

可能產生的疑慮，讓雙方以最自然的對話方式來進行。並將此實

驗過程以實際設計競賽模式進行，以獲得接近真實情況的資料，

這樣的操作將有利於控制變因，但礙於技術與經費上的條件限

制，實際操作過程中仍有些難以控制的變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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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的設定分為三階段進行：第一階段將實驗的設定做初步

的檢視，並且進行四組模擬實驗，主要的目的為確認實驗設定上

的瑕疵，以及確保在正式實驗時能更精確的掌握要領。第二階段

為前測實驗，本階段主要導入數位媒材之實驗設備，因此在繁瑣

度上明顯的提高，在此階段中同樣進行四組實驗，除了提升設備

運作的熟識度外，並開始從過程之中觀察設計者臨場的反應、對

話與互動。而最終的第三階段便是正式實驗的階段。 

3.1.1 實驗題目 

由於本實驗運用了傳統與數位兩種媒材，並且以競賽的模式

進行了十組的設計，除了讓參與者可以在限定的時間內完成外，

題目必須讓參與者有寬廣的想像空間得以發揮，並且在傳統與數

位媒材中必須有所區隔。 

由於本研究所進行的範疇，必須讓參與的設計者能充分發揮

創造力的展現，因此以『創新設計』為方向進行題目的選定。在

正式實驗中導入創新類型的主題進行實驗，發現對於此類型的題

目，在短時間的設計過程中仍可以激盪出有趣的效果，因此在第

二階段與正式實驗中，均以創新設計導向的題目來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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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題目主要考量能有廣泛的發揮空間，又能結合現今

時尚的數位話題，因此選定了『隨身碟』相關的產品，並增加了

『防身』與『叫我起床』的元素，增加題目的趣味性與想像空間。 

3.1.2 實驗設備 

實驗設備分為兩類，一類為提供給受測者的設備，包含了傳

統繪圖工具、數位手繪系統、實驗流程說明書以及設計過程所需

的資料卡。另一類為完整記錄設計流程雙方的口語資料、肢體動

作與繪圖過程之設備。 

提供受測者之設備 

在傳統媒材的實驗方面，第一階段的初步過程中，預先詢問

設計者慣用的設計繪圖工具，並在實驗當天提供給受測者，或是

請受測者自行攜帶習慣的繪圖工具，而此初步實驗的過程之中再

進行觀察，是否有不足的工具需要補齊。在設計模擬實驗中準備

實驗流程說明書提供給受測者參考，供受測者了解實驗的目的與

流程。在實驗中將提供『隨身碟』相關資料讓受測者參考，但並

未提供『防身』相關的資料卡。資料卡形式如圖3-1 所示，數位

和傳統實驗提供完全相同的資料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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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  設計實驗提供受測者的資料卡 

在數位媒材方面，運用  Wacom 手寫螢幕並搭配  Alias 

Sketch Book Pro 2.0 軟體，實驗過程中導入概念設計階段之中。

設計者僅使用數位筆進行，排除滑鼠與鍵盤可能造成的影響與未

知變因，讓受測者以更接近傳統草圖的方式來進行草圖的編輯。 

實驗記錄設備 

在設計模擬實驗中，以數位攝影機記錄受測者的口語資料、

動作影像等互動過程，在正式實驗開始之前，將所有攝影裝備配

置完成，並先確認影像的錄製與收音狀況正常。由於在設計過程

中雙方的聲音資料是口語分析整理時的依據，因此增加外接麥克

風等裝備，更清楚的將設計者的聲音做紀錄，且分別記錄受測者

的互動與圖面繪製過程兩種角度都加以記錄，拍攝角度如圖3-2

所示。在數位媒材的實驗上，除了傳統的錄影、錄音設備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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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運用數位軟體(Camtasia Recorder)將出現在螢幕上雙方的聲

音、表情、動作、繪圖過程進行記錄，讓所有的資料達到同步的

效果，且在後續能以最清楚的角度觀察草圖繪製過程。 

 

圖3-2  傳統媒材數位攝影機拍攝角度 

3.1.3 實驗環境 

為了控制變因，在傳統媒材設計中，每一組提供受測者相同

且適當的繪圖場所，座位擺設一致並且皆面向窗外，以免產生干

擾。在實驗期間，要求受測者將電話關機，以免產生干擾，傳統

媒材之實驗環境設定方式如圖3-3所示。 

 

圖3-3  傳統媒材實驗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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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數位媒材設計進行過程中，由於是虛擬同時不同地的設

置，兩個設計環境的擺設中，皆為雙螢幕顯示與一枝數位筆的相

同設備，編輯過程完全使用數位筆進行，而座椅與桌面高度一

致，其設定如圖3-4所示。 

 

圖3-4  數位實驗設定 

3.1.4 預先實驗 

實驗流程的考量，從最開始實驗流程說明書是否能達到淺顯

易懂，讓使用者可以在最短的時間適應一些簡單的規範，並且順

利的步上軌道。以及熱身實驗的過程，對於媒材的運用或是對於

彼此溝通與意見的傳遞上，是否能確實讓使用者達到增進的效

果，並且測試實驗設計的議題是否恰當，讓設計者能在限定的時

間內達到討論的效果，且能完成階段性的設計議題成果表現。 

預先實驗設備的測試，包含實驗設備是否運轉正常，受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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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動作是否能清楚的記錄，包含臉上的表情與繪圖的動作，錄音

設備需清楚的紀錄受測者溝通的過程，包含了設計者自己的喃喃

自語、音訊上雜音的排除與溝通時聲音過小，從電腦設備中加以

調整至適當足以記錄的程度。 

錄影的角度應該避免受測者的手部動作擋住草圖，造成攝影

過程的阻礙，或是數位螢幕的攝影上，避免螢幕的反光阻礙了記

錄的效果，使得繪圖動作紀錄不完整。 

3.2正式實驗 

正式實驗包含四個部分：實驗流程說明、熱身實驗、正式設

計實驗以及最後的設計案發表。實驗流程說明讓受測者了解實驗

的目的與流程，以及實驗必須配合的地方。熱身實驗讓設計者在

正式設計議題進行之前，有一段可以磨合的時間，進行簡短的練

習讓接下來的正式階段能銜接的更為順利。尤其是在數位媒材實

驗過程中更需要一段緩衝的時間，讓兩位實驗受測者能適應媒材

的使用以及數位化的溝通模式。在正式實驗的六十分鐘內要求受

測者完成設計，在由受測者自覺完成後，開始三分鐘的設計提案。 

3.2.1 受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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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首先分析不同創造潛能的成員組成的團隊，是否會影

響團隊設計過程中的創意產生可能性，本研究以長庚大學工業設

計系三年級共二十位同學為受測者，每兩位同學為一個設計團

隊，共十個設計團隊進行實驗。 

而創造潛能成員組成的分組，依據林美玲(2006)在其研究中

對於長庚大學工業設計系全系同學所進行的創造潛能測量為依

據，並透過二十位受測者自由分組後，再從個人創造潛能數據整

理出代表團隊創造潛能的數值。 

3.2.2 熱身實驗 

在傳統媒材的預先實驗中，發現熱身實驗的部分對於受測者

雙方在互動性上並無明顯幫助，且運用傳統媒材進行設計時，並

無媒材熟識度上的問題，因此在傳統媒材的正式實驗上，取消了

熱身實驗的部分，在經過設計主題的講解與時間等細節說明後，

直接進入主要設計部分。 

但在數位媒材的實驗上，受測者對於數位手繪系統相當陌

生，因此必須先熟悉其輸入的使用方式，並進行基本認知與練

習。熱身實驗另一個重要目的便是讓受測者能適應遠距之溝通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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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因此熱身實驗的第二階段是讓受測者透過網際網路連線的方

式完成熱身主題。 

而在數位媒材的預先實驗中，原本設定共同完成之主題為一

張設計手稿，但過程之中雙方難以明顯的達到互動的效果。因此

在正式熱身實驗第二階段，將主題更換成一個可以讓雙方有互動

性討論的議題，以詼諧的主題『壞事作盡的歹徒』作為發想，如

圖3-5所示，藉此產生更多繪圖上的互動。 

 

圖3-5  熱身實驗二成果 

在熱身實驗第二階段的過程中，實驗者在一旁不主動發言，

若過程中有因媒材使用的疑慮產生窒礙，將會即時的予以口頭幫

助。若過程相當順暢，將以觀察的角色在旁待命，並針對實驗的

不足處，如Wacom手寫螢幕與Alias Sketch Book Pro 2.0軟體使用

上的缺點或不足處加以記錄，並重新教授受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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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設計模擬實驗 

本研究共進行十組設計團隊實驗，每一團隊均需利用傳統與

數位媒材進行設計，設計提案是個別進行的，受測者事先並不知

道實驗的相關內容，包含設計主題，以避免事先的準備造成差異。 

由於本研究將分析傳統與數位媒材之間的差異，因此需要相

似而不相同的題目。鑑於現今最為熱門的數位商品潮流，題目經

過了兩階段預先實驗的測試之後，本研究使用傳統媒材之實驗設

計題目定為『防身用隨身碟』，使用數位媒材之實驗設計題目為

『叫我起床隨身碟』。 

團體的設計行為還牽涉到互動關連、設計過程擬定之計畫與

實際執行、資訊之蒐集與分享、團隊對於設計問題之分析與理解

方式、設計概念之發想與採納、團隊面對衝突點時的迴避等過程

(Cross & Cross, 1995)，較單人進行設計複雜許多，所以在實驗時

間的設定上必須較單人長。為了方便比較因此本研究將實驗進行

時間統一訂定為六十分鐘，以受測者雙方皆認為設計已經完成為

主，若限定之時間已結束且受測者仍希望將圖面繪製完成，仍可

保留五到十分鐘的時間讓受測者加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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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研究之重點在於概念發想階段，因此過程中受測者可

自由發散其概念，並可繪製多張草圖，直到選出最滿意之概念進

行產品細節描繪。 

3.2.4 設計提案發表 

受測者在概念發想階段的發散之後，最終團隊將選擇一個概

念進行簡短三分鐘的發表。本發表階段的重點為二，首先以錄影

的方式讓受測者敘述自己的作品，作為專家的評分依據，因此除

了最終完成之表版外，還能給予設計者將難以透過圖面表達的內

容，以口述與肢體動作詮釋在影片中。 

最後，在設計提案發表結束時，實驗者可以即時的根據不同

組別的狀況加以提問，提問的重點包含各組別設計過程中，是否

因為媒材或媒介致使溝通產生窒礙，或請受測者簡單的敘述設計

進行的方式，以及使用不同媒材對於團隊運作上之差異，使用不

同媒材在編輯與討論上簡單的心得。 

3.2.5專家評鑑 

本研究十組設計團隊之成果評斷依據，以六位專業設計師進

行評鑑，評鑑的依據除了最終呈現之A3表版外，還包含各組在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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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案結束後對於鏡頭進行之三分鐘發表。 

專家評鑑進行過程如圖3-6所示，過程中參照設計團隊的發

表影片，評分的標準包含設計理念、功能層面、材質運用、情境

傳達、概念創意、外觀造型與設計完整性，分數評定標準為1～9

之給分，而本研究主要針對總分及概念創意方面進行比較。 

 

圖3-6  專家評鑑過程 

3.3實驗原始資料 

本研究透過實驗後共可以取得八種類型的資料，如表3-1所

示。依實驗進行順序分別為： 

1. 實驗進行前受測者進行拓弄思創造潛能測量，所得到個人

之創造潛能數據。 

2. 在實驗進行前給予受測者的實驗手冊。 

3. 設計過程中受測者傳統手繪草圖與數位手繪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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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實驗過程團隊運用傳統與數位媒材之影片拍攝，以及運用

數位媒材時Camtasia的記錄檔案。 

5. 設計結束後團隊之發表影片。 

6. 設計最終呈現的手繪表版與數位檔案。 

7. 透過團隊設計過程影片謄寫成的口語資料。 

8. 設計結束後請專家進行評鑑之結果。 

表3-1  實驗原始資料 

 

 
1.創意潛能實驗資料 2.傳統數位實驗手冊 3.手繪草圖與檔案 4.設計過程影音資料

 

 
5.傳統數位發表檔案 6.最終表版及檔案 7.口語資料 8.專家評鑑結果 

3.3.1實驗資料的彙整 

首先以創造潛能實驗資料加以整理與排名，並以最能體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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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表現能力的變通力作為排名基準，進而產生不同結構的創造潛

能成員組成，並請專家將各組設計成果進行評鑑，。 

第一個階段中主要探討個人變通力與設計成果之間是否具

有顯著的相關性。在比較進行前將團隊中兩位成員的變通力透過

標準化，讓數據的表達以團隊為單位進行比較。第二階段引用

DCOCS(Design Content Oriented Coding Scheme)編碼概念的方式

探討團隊之設計過程，產生編碼的結果後再運用PSEP概念評估

創意產生可能性，最後觀察團隊設計成果和概念延伸度之間的關

係，實驗結果的分析流程如圖3-7所示。 

 

圖3-7  實驗結果分析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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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編碼系統與斷句 

透過上述資料的統整後，將進行團隊設計過程的編碼，目的

在對設計過程分段與分類，本研究使用DCOCS編碼系統將認知

過程份為四個層級，在編碼之前必須對各個層級做出操作型定

義，包含分類、子分類、內容、屬性等，接著進入正式編碼的階

段。雖然研究中盡可能對編碼系統做出清楚的操作定義，但編碼

結果仍被編碼者及編碼操作流程所影響。 

3.4.1 編碼者與操作流程 

在分析過程中，編碼者擔任將設計過程分類編碼的工作，分

析工作需要研究與分析的相關知識，研究者因此擔任編碼者的角

色，而編碼過程當中為了儘可能避免單人編碼在過程中，由於個

人主觀所產生信度上的疑慮，因此編碼的工作包含了另一位具有

相當背景知識的共同編碼者一同進行。為了能增加兩位編碼者在

編碼過程中的客觀性，在編碼之前一同對編碼系統之原文與相關

文獻上，進行仔細的研讀與討論，以避免在遇到實際狀況進行

中，由於對於編碼知識的不熟練產生窒礙。 

除了相關知識的深入學習外，更在編碼之前邀請對於該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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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深入研究之專家指導，在為期兩週的系統操作教授後，兩位編

碼者與該專家實際操作編碼系統作為練習，資料來自於實驗後未

被挑選作分析對象的設計團隊，練習的目的在建立與專家相近之

編碼心智模式，並擬定編碼系統的操作性定義。 

編碼者利用整合編碼系統，將空白文字口語資料 (blank 

transcript)轉換為編碼後的符號，在編碼過程中資料如有模糊不清

的地方，以錄影帶為主要依據。 

在建立分析基礎資料之後進行斷句，斷句的目的在將設計過

程分割為最小單位，在本研究中我們除了沿用將一個設計意圖視

為一個斷句外，團隊討論過程中交替談話的時間點成為另一種斷

句依據，並且相較於個人放聲思考上更為頻繁，亦含有許多溝通

形式的談話。 

3.4.2口語資料斷句 

藉由斷句可看出這個設計片段中，受測者腦中意圖的轉換以

及思考的序列。在進行斷句的過程中，首先根據資料謄寫的過程

中自然的將雙方交談的口語資料分隔開來，而其中某位受測者連

續發言時，再進一步的將其表達之設計意圖加以斷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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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句操作主要根據Suwa在一系列研究中所使用的定義

(Suwa & Tvetsky, 1997; Suwa et al.,1998; Suwa et al., 2000)衍伸而

來。每個斷句中包含了一連串的認知活動，在一個斷句中可能包

含了數個句子，應是對於某一項目/功能/標題做出一致性的陳

述。若受測者對某一項目/功能/標題做出了兩種以上的陳述，便

將其劃分為不同的斷句，在如此的定義之下，整個口語資料可能

包含了有數百個以上的分段。 

由於設計動作與回溯口語有許多種可能的情況發生，為能操

控斷句的客觀性，將不同斷句的類型逐一列出以說明斷句的操作

依據，以下將就不同的情況加以描述。 

1. 意圖轉移式斷句(focus-Shift segment)：設計者的思考從原

先的意圖轉移到另一個意圖，兩個意圖問沒有明顯的關連。 

2. 當包含了多個意圖時：若口語中包含了不只一個意圖，

必須將這些看來一致的口語劃分為數個斷句。 

除了上述兩種與單人放聲思考相同的斷句指導方針外，針對

團隊口語資料的斷句過程中，有些較為複雜的思考過程還須配合

上當時的設計動作，經多次比對前後關係之後，才能判斷意圖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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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與否。因此在執行上增加了以下兩項： 

1. 當雙方交替發言時：團隊討論過程中，交替發言的過程

代表一個新斷句的產生，若一位受測者發言未中斷，但由於另一

位受測者發言而中途打斷，將被計算為兩個不同的斷句。 

2. 透過肢體動作表達時：當討論過程中，受測者透過了肢

體動作表達概念時，和口語上表達方式有所區別，甚至表現的意

義上也不同。因此當受測者透過肢體動作傳達想法時，將之編為

一個新的斷句。例如以下的範例： 

A：什麼東西？（翻找東西的動作） 

B：做到最小，其實要做成圓的，這樣這邊不會太誇張 

A：(將手中瓶罐遞給顏) 

B：黑，妳這個好像喔，為什麼我們不做這樣就好了？妳很

奇怪不早點拿出來！ 

過程中A與B對於概念的定型上一直難以定奪，但透過A拿出

筆盒內的物品後，B運用肢體動作拿物品比劃後提出外型上的想

法，因此本過程比需藉由影片觀察，並列為另一個斷句。更詳細

的編碼範例，將會在後面的章節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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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圖面資料斷句 

團隊設計的過程除了口語資料上的斷句外，有許多在圖面加

以詮釋的部分也必須納入編碼的過程，將之認定為其中一個斷

句。主要由於團隊的討論過程中牽涉到溝通層面，因此除了說出

的口語資料外，圖面與文字上的表達也是概念發想的重要依據，

Suwa等人(Suwa & Tvetsky, 1997; Suwa et al., 1998; Suwa et al., 

2000)的研究中對於設計師和草圖的互動，以及草圖所貢獻的價

值有詳細的描述。但本研究在觀察團隊的討論過程中，發現草圖

在兩人討論中的重要性與呈現方式，如同口語資料上所傳達的意

義，因此將圖面上所表達的內容納入斷句中。以下就繪圖的不同

過程加以描述。 

1.繪圖動作中斷時：當受測者在描繪草圖過程中，仍沒有發

言而停下筆進行下一個部分或是完全中斷思考時，將這樣的繪圖

編為一個新的斷句。 

2.完整畫完單一概念：當繪圖完整的畫完一個區域，或完整

的結束一個概念形體，進而編輯其他圖面或是文字時，將此編為

一個斷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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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編碼操作定義 

在斷句後針對每一個設計意圖的內容與前後關係編碼，為了

能深入了解設計思考過程，選擇以認知心理為基礎理論的

DCOCS編碼系統，此一編碼系統的特性在於將設計片段以屬

性、內容、肇因三個角度分析，可以有效驗證以設計內容為導向

的認知實驗(Tang, 2002)，藉此了解何類的設計動作在此時產生、

有何含意、導因為何刺激，從視覺刺激到腦中的邏輯推理都能有

清楚的區分與界定。DCOCS編碼系統將設計意圖劃分為四個層

級：感官層(Physical level)、視覺層(perceptual level)、機能層

functional level)、概念層(conceptual 1evel)。 

由於單人放聲思考與團隊進行設計時表達概念時，呈現的口

語資料上有所差距，因此針對DCOCS在四個層次的定義上本研

究除了加以應用，更針對團隊的作業型態進行編碼上的改變。因

此在之後的分析與討論中，並未針對每個層級中的子分類個別討

論，主要的編碼重點在於觀察受測者在設計過程與互動，在每一

個斷句之間所產生的行為層次與延續性，而這些分類有助於後續

研究之發展，本小節將就四個層級的內容做大略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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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感官層定義 

在感官層中尚未判斷這些圖形元素的意義，只針對受測者執

行的動作加以編碼，因此不管是畫圖的精細度或是否達到意義上

的傳達，只要是圖形的描繪，都歸類於『畫』。相同的編碼形式，

只要是文字的描寫，無論是否與概念主題相關，只要是文字上的

描寫，都歸類於『寫』。 

感官層編碼目的在於將設計師所繪草圖依其屬性與順序編

碼。在建立基礎資料時，我們已經保留受測者所繪的草圖，因此

除了影片上的拍攝完，還可藉由草圖的對照加以分類與編碼，可

得知在每一個時間點下，受測者當時的動作類型以及繪圖內容，

也就是受測者當時晝了什麼。 

3.5.2視覺層定義 

對設計者來說這個階段只有感受到自己先前所繪圖像產生

的特性，尚未進行到檢視的動作，因此命名為視覺層。視覺層的

特徵是尚未涉及意義的層面，只是一種視覺現象，本研究將口語

資料與描繪圖面上，傳達的視覺特性分為七種，如表3-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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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  視覺層類型產生範例 

其中透過口語資料所得到的共有以下三種： 

1.空間：當設計者的口語資料中，清楚的指出物體與物體見

空間之關係，例如上面、裡面、左邊、旁邊等表達空間上的關連

性，我們將之歸類於此類。 

2.外觀：受測者討論過程中關於外觀型態上的描述，例如筒

狀、太圓潤、太尖銳、太扁等表達。 

3.尺寸：討論的內容中，在概念的傳達上關於大、小等，或

以實際物體形體之尺寸來詮釋的部分，皆歸類於此。 

而延續口語上的表達而來的視覺特性，透過圖面上傳達之視

覺特性包含以下四項： 

編碼類型 例句 說明 

空間 所以他中間是什麼牽線的還好 說明兩物體的空間關係 

外觀 就是一個圓餅裡面凹進去一點 以圓餅狀進行外觀形容 

尺寸 整個不太對，拉砲才這樣小小的 對於尺寸上的描述 

具體 (紙B)在拉砲頭上加上火藥點燃貌 具體呈現拉砲與火藥 

幾何 (紙A)畫長方形，無具體意義 畫出長方形 

細節 (紙A)畫哨子陰影，無特殊意義 單純上陰影，無特殊表達 

寫概念 (紙A)寫”聲音、位置” 將概念用文字寫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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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具體：針對於討論過程中表達之具體型態描繪，無論描繪

的方式或精細度，與流程進行之下切題且具體之型態。 

5.幾何：受測者所描繪的圖形，其型態單純的屬於方形、圓

形、多邊形、梯形等幾何圖形，描繪目的不直接牽涉到概念意義

時，編碼於『幾何』。 

6.細節：無特殊意義的陰影、上色等繪圖活動，或是其他單

純為了將圖面的精細度提高之行為。 

7.寫概念：將討論過或未提出的概念用文字寫下。 

3.5.3機能層定義 

單人的機能層活動可分為兩種類型：1.對具體物加以詮釋：

當被詮釋的物體是設計者所看或所繪的圖形元素時:2.對心像物

加以詮釋：當設計者詮釋的物體屬於心像時，無法分辨相關的元

素。團隊的對話和單人口語上有所差距，對於視覺屬性或空間特

徵產生的反應，會以產生新名詞等方式更具體的賦予意義。因此

本研究除了直接將表達的字詞分類為概念，進一步分析對話中具

體所指的意義，將不同形容方式但所指相關的延續性討論編碼為

同一個項目，並依其出現的次數加以累積，如表3-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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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  機能層類型產生範例 

3.5.4概念層定義 

團隊設計過程，由於將部分思考內化，因此在目標設定與知

識連結的部分，轉化為一種溝通的形式加以表達。在概念層中，

本研究定義為討論內容中提出切題的想法之外，進一步描述其使

用方式、進一步定義，或是由機能層概念衍伸而來的細節考量，

都編碼與概念層中。關於概念層的範例如表3-4所示，而所有層

次的編碼範例將在以下的段落作詳盡介紹。 

表3-4  概念層類型產生範例 

機能層編

碼形式 

例句 編碼結果 說明 

依據字詞 做成口哨啊！嗶… 口哨(1) 直接表達口哨的概念 

依據句中

含意 

那樣不錯耶！聲音可以自己

DIY 

口哨(2) 句中沒有口哨，但延續

討論並贊同 

單句多種

機能層 

因為原本這種拉砲會有煙霧，

是因為裡面的炸藥吧 

拉砲(40)、噴霧

（29）、火藥(3) 

同時產生一種以上的

機能層 

概念層編

碼形式 

例句 編碼結果 說明 

描述使用

方式 

A：就長這樣喔！ 

B：就一條線這樣喔，這樣好拉嗎？ 

拉拉環(3) 談論到概念實際運作

使用方式 

概念進一

步定義 

A：做成口哨！嗶…. 

B：那聲音DIY就好咧！口哨是不是 

聲音

DIY(1) 

提出口哨，將功用定義

為DIY聲音的介面 

機能層概

念的細節 

A：對啊就是怕有人拉到，要接線的話再接

一個小東西 

B：現在是要防呆是不是 

防誤繃(6) 透過機能層概念，進一

步衍伸之考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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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編碼範例 

透過上述將原來DCOCS編碼定義的列舉，以及本研究針對

團隊設計過程將編碼定義做的修改後，以下將以實際團隊設計過

程舉出編碼的範例，本範例擷取團隊進行設計時的資料，其中包

含口語資料與設計過程影片之整理資料，呈現如表3-5所示。 

表3-5  團隊設計過程編碼範例 

從上表列舉出的範例來觀察，在斷句22之中受測者在設計過

程時間點一分二十二秒時，針對於”防身隨身碟”的設計主題提出

噴霧以及電擊的想法，噴霧與電擊分別是第三次與第二次被提

斷句數 時間 內容 感官層 視覺層 機能層 概念層

22 1：20 A：噴霧類，還有….電擊   噴霧(3).

電擊(2) 

 

23 1：23 (紙A畫長方形，無特殊意義) 畫 幾何(1)   

24 1：26 （紙A寫下”噴”） 寫 寫概念(1) 噴霧(4)  

25 1：29 A：然後你就按個開關，然後小

小的，然後很近很近 

 尺寸(1) 開關(1) 按開關

(1) 

26 1：30 B：妳插到電腦，自己就爛掉了

好不好！ 

  電腦(1) 插電腦

(1) 

27 1：33 A：妳可以不要開啊   隨身碟(1) 按開關

(2) 

28 1：35 B：你一不小心按到，電腦就爆

炸！ 

  電腦(2) 按開關

(3) 

29 1：38 A：怎麼會呢？     

30 1：39 B：電腦一定會爆炸啦！   電腦(2)  

31 1：41 B：好啦，噴的還有什麼   噴霧(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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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因此在機能層中有兩項編碼結果，分別為『噴霧(3)』以及『電

擊(2)』。 

以感官層而言，在斷句數23與24中A設計者進行了畫圖與編

寫的動作，因此在感官層中出現了『畫』與『寫』的動作，此外

在斷句數23中進行了幾何圖形的編輯，且是整個設計過程第一次

對於幾何的編輯，所以視覺層中出現『幾何(1)』的編碼結果。在

斷句數24中，以寫的方式編輯了設計概念，且亦是設計過程中第

一次進行寫概念的動作，因此編碼結果為『寫概念(1)』。 

在斷句25中，由於視覺層還包含空間、外觀、尺寸、具體、

幾何與細部的表達，而在斷句中受測者A表達出”小小的開關”之

想法，因此在視覺層的編碼結果為『尺寸(1)』，而其所指具有機

能意義的概念為開關，且此概念在設計過程中第一次被提出，因

此編碼結果為『開關(1)』。而關於”小小的開關”這一個想法，其

富有實際機能的概念”開關”的操作執行為『按開關(1)』。 

如果斷句25中的編碼方式，在斷句26中受測者B提出質疑的

概念，並提出與原概念有關之電腦的議題，以及將物品插入電腦

可能形成的不妥，進而加以否定A原來的想法。因此斷句中的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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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結果為『電腦(1)』以及插電腦的動作編碼為『插電腦(1)』。 

在斷句27到斷句30之間，兩位受測者持續的針對著在隨身碟

上設置開關以及隨身碟插入電腦之間的問題，並提出彼此之看

法，直到斷句31才稍微終止此討論議題。因此編碼結果從討論之

內容加以整理，而非單純看字面就編碼。在斷句27中，受測者A

說：妳可以不要開啊！從前後連貫與影片的觀察後發現，他所指

的是不要打開隨身碟上的開關，因此機能層編碼結果為『隨身碟

(1)』與概念層的編碼結果為『按開關(3)』。 

本研究將透過上述引用DCOCS編碼產生的團隊編碼方式，

將包含設計過程的口語、手繪、手寫之資料加以整理，藉以分析

與討論團隊設計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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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創意潛能與設計成果 

透過第三章實驗方法進行實驗後，延續以上描述的架構，為

了探討不同創造潛能團隊組成與設計過程、設計成果之關聯，本

章節以創造潛能與設計結果作為討論主軸，先從量化的角度檢驗

兩者之間的相關性，再分析團隊運用不同媒材進行設計時設計成

果的相關性。並運用質性觀察的方式交叉的驗證創造潛能與設計

成果之間的關係，最後針對媒材的特性，將各組設計結束後的訪

談以及研究者在設計過程中觀察到的現象加以整理。 

4.1實驗結果檢定 

以下依循以上所介紹的研究流程，將所獲得的創造潛能資

料、設計過程影片、設計過程手稿與設計結果專家評鑑等，進一

步的分析統整出結果。 

4.1.1創造潛能實驗資料 

本研究將沿用林美玲(2006)在研究中，對於長庚大學工業設

計系全系學生進行之創造潛能資料，參與本研究之二十位學生為

長庚大學工業設計系三年級學生，其創造潛能資料都包含在其研

究之中，實驗內容之創造潛能數據包含圖形與文字之流暢力、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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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力、獨創力與精進力（只有圖形創意有）共七種。 

並將此二十位參與實驗的學生，與同年級全體參與測驗者之

表現進行比較與排名，計算出其在全體受測者當中的排名。由於

設計科系學生，在創造潛能呈現上與一般大學生比較之下，明顯

較為優異（林美玲，2006），因此本實驗以設計科系之學生進行

實驗，數據上之比較同樣與設計科系之學生為比較對象。 

二十位受測者創造潛能的評分依據為Torrance創造潛能測量

之數據高低，而本研究所採用的觀點並非將圖形與文字範疇中的

流暢力、變通力、獨創力與精進力直接相加，在Torrance的文獻

中提到，各面向所探討的點有所不同，所採用的單位組距也有所

差異，因此以並不建議以直接相加的方式評斷總和。 

而以合作式設計而言，過去研究並無法在擴散性思考層面直

接探索到單人分散設計與多人合作設計之間的差距，這是由於其

所觀察的面向有所偏差。Warr和O’Neill(2006)提到對於合作式設

計而言，所觀察的面向應該專注於變通力的表現，而非每一種能

力全盤的觀察，這是由於團隊合作的價值真正體現在於討論內容

的深度而非數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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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研究以變通力為面向加以評價，以受測者在圖形與文

字變通力上的表現為依據，與同年級之所有學生進行比較後排

名，由於變通力的評分結果分數較為接近，因此透過標準差的方

式將文字與圖形變通力的數據加總，並以全班參與創造潛能測量

的學生加入名次計算。 

從受測者相差的名次中初步觀察，發現在A組、C組、D組與

H組四個組別中產生了最大的差距，顯示團隊中的兩位受測者在

創造潛能的成果上差距較大。全班共29位學生之創造潛能受測結

果名次整理如表4-1所示。 

表4-1  受測者變通力排名 

 

 

組別 受測者 
創造潛能

排名 

受測者相

差名次 
組別 受測者 

創造潛能

排名 

受測者相差

名次 

A1 26 F1 10 
A 

A2 3 
23 F 

F2 19 
9 

B1 11 G1 2 
B 

B2 17 
6 G 

G2 14 
12 

C1 1 H1 29 
C 

C2 24 
23 H 

H2 8 
21 

D1 23 I1 9 
D 

D2 5 
18 I 

I2 13 
4 

E1 22 J1 20 
E 

E2 15 
7 J 

J2 2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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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專家評鑑分數與設計結果排名 

專家共依據七個分項進行評分，根據每一個不同項目，以1

～9分為給分標準，表現極為不佳為1分，表現極為優異為9分。

以下為七個分項與簡述： 

『設計理念』：包含對題意的了解與因應題目而訂定之方向。 

『功能層面』：使用性上的發揮，以及實質功用的表現。 

『材質運用』：產品在材質的選用及使用上外型的之搭配。 

『情境傳達』：產品實際使用之傳達與表現，使用者與產品

互動上詮釋的清晰度。 

『概念創意』：因應題目衍伸的概念表現與創意的發揮。 

『外觀造型』：產品在外型上美感的發揮，與使用性的搭配。 

『設計完整性』：針對此設計案列出之設計條目的完整性。 

專家透過圖面與概念發表影片的審核與後續運算後，本研究

將六位專家評鑑之分數相加，分別計算出每一項的總和加總的名

次，表4-2為設計成果與創意表現分數所呈現的數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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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  設計成果與創意表現排名 

透過觀察後發現，A、C、D與H組的成員為高與低創造潛能

的組合最為類似，但在設計成果與創意表現上的分數，各組間有

相當大的不同。A組設計成果總分得到561分，創意表現得到86

分，都是十個團隊中的最佳表現。 

但成員組成結構相似的C組，初步觀察在設計成果與創意表

現所獲得的分數為506分與70分，在兩個項目中排名第六名。而D

組、H組設計成果排名分別為第九名與第十名，分數分別為423

分與412分，在創意表現上兩團隊則分列第八名與第九名，兩團

隊得到分數為65分與62分。 

4.1.3變通力與設計成果相關性 

本研究欲探討個人創造潛能在變通力層面的表現，與團隊創

組別 設計成果分數 排名

A 561 1 

G 554 2 

F 540 3 

I 520 4 

J 513 5 

C 506 6 

B 494 7 

E 478 8 

D 423 9 

H 412 10 

組別 創意表現分數 排名

A 87 1 

F 86 2 

G 85 3 

I 74 4 

J 73 5 

C 70 6 

B 69 7 

D 65 8 

E 62 9 

H 6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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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表現、團隊設計結果總分之間是否具有關連，並針對團隊設計

而運用變通力的分數進行比較。由於團隊在設計活動前所進行的

創造潛能測驗，是以個人為單位進行，因此在分析的過程中，本

研究將團隊中個人的創造潛能數值直接相加，並將創造潛能以團

隊的單位呈現。 

由於本研究分析的組據較少，因此運用斯皮爾曼(Spearman)

無母數相關係數檢定，結果如表4-3所示。觀察表後發現圖形、

語文變通力與兩種媒材設計成果、創意表現分數之相關性均未達

到顯著。 

表4-3  變通力與設計成果相關性 

分析個數N=10    *.  在0.5水準(雙尾)上的相關才會顯著 

語文變通力與數位總分、傳統總分、數位創意表現以及傳統

創意表現之間的相關係數分別為0.579、0.179、0.488與0.453，相

關性均未達到顯著的標準。而以圖形變通力來觀察，和數位總

分、傳統總分、數位創意表現、傳統創意表現的相關係數為

 數位總分 傳統總分 
數位創意表

現 

傳統創意表

現 

相關係數 語文變通力 

  顯著性 

.579 

.080 

.179 

.621 

.488 

.153 

.453 

.188 

相關係數 圖形變通力 

  顯著性 

.358 

.310 

.412 

.237 

.374 

.286 

.373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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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58、0.412、0.374、0.373，各項間亦未達到顯著相關。 

4.1.4不同媒材之設計成果與創意表現相關性 

本研究觀察不同媒材的運用是否會影響團隊在設計成果上

的發揮，且由於在進行專家評鑑的過程，並未告知關於媒材與設

計結果之間的關係，因此以下將運用不同媒材得到的創意表現與

設計成果進行比較。透過斯皮爾曼無母數相關係數加以檢定，藉

以了解不同媒材是否能產生相似的設計結果。其檢定結果如表

4-4、4-5所示。 

表4-4  運用不同媒材之創意表現相關性 

分析個數N=10    *.  在0.5水準(雙尾)上的相關才會顯著 

表4-5  運用不同媒材之設計總成果相關性 

分析個數N=10    *.  在0.5水準(雙尾)上的相關才會顯著 

檢視上表後可以發現，不同媒材運用在專家評鑑的創意表現

上相關係數為0.698，達到顯著相關(P < 0.05)，而數位總分與傳

統總分之間的相關係數為-0.067，並未達顯著相關，進而發現不

同媒材的應用上，並不會影響團隊創意表現的發揮，也就是說團

   傳統創表 

相關係數 Spearman's rho 

  

數位創表 

  顯著性 

.698* 

.025 

    傳統總分 

相關係數 Spearman's rho 

  

數位總分 

  顯著性 

-.067 

.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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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的創意在不同媒材的設計過程中表現是相似的。 

4.2創造潛能與設計成果相關性討論 

將個人創造潛能在變通力層面的表現與團隊設計成果創意

表現數據，透過斯皮爾曼無母數相關係數檢定後發現皆沒有達到

顯著的標準，從此結果中得到語文與圖形之變通力並未明顯的影

響創意表現及設計成果，進而發現個人的創造潛能變通力層面，

與團隊設計成果及創意表現單項間並不一定有關，可以得知並非

擁有高的創造潛能的人，就能在最終的設計成果上得到高分。 

此外進一步討論兩種媒材在創意表現上的關係，將設計團隊

運用傳統媒材與數位媒材時得到的設計成果分數進行檢定，發現

團隊在創意表現上的分數達到顯著相關，但在專家評鑑的總分上

卻未達顯著的標準，因此本研究進一步推論，兩種媒材在總分上

所產生分數的差異，是在於創意表現外的其他分項上，也進一步

發現運用數位媒材時，並不會影響團隊創意的發揮。 

4.3創意潛能與設計成果小結 

在經過了量化的計算與分析後，初步的發現個人創造潛能與

設計成果間沒有明顯關係，因此接著討論不同創造潛能團隊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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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設計成果之間的關係。透過專家評鑑產生的分數作為觀察的依

據，並將各團隊個人在創造潛能測驗產生的數據進行分析討論。 

先透過創造潛能測驗所得到十個組別不同成員的分佈，以及

專家評鑑之設計成果來觀察，此外為了避免群聚現象產生，本研

究取樣的目標將排名前十與後十的受測者定義為創造潛能高與

低，從中可以發現有四個團隊的組合皆為高、低的組成，但這四

個團隊中卻包含了設計成果最高分與最低分的團隊。因此從中發

現到相同的創造潛能團隊組成，在設計成果上卻產生了截然不同

的效果。進而得知團隊中個人的創造潛能與設計成果間並無相

關，且相同創造潛能的團隊，可能產生完全不同的設計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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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編碼分析與討論 

透過斯皮爾曼無母數相關係數分析後可以發現，團隊的創造

潛能與設計成果上，並沒有產生顯著的相關，因此除了個人創造

潛能外，可以推測好的團隊模式形成還有更重的條件。因此本章

節以團隊的設計過程為觀察重點，透過PSEP的概念評估不同團

隊設計過程的創意產生可能性，並以時間階段和總比例兩種面向

加以分析。 

本研究進而歸納出概念衍伸度的方法，藉以觀察團隊設計過

程之討論價值，並在下面章節驗證概念衍伸度與團隊設計成果間

的關係。透過上述討論方向的整理後，本研究分析與討論架構如

圖5-1所示。 

 

圖5-1  分析與討論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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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設計過程編碼 

透過口語資料的分析，並且依照每個斷句性質之間的特性，

引用DCOCS編碼的概念中感官層、視覺層、機能層和概念層四

種活動層次後，本章節將DCOCS編碼概念的方式進一步彙整。 

5.1.1團隊編碼修改 

單人的放聲思考過程中，受測者會一邊畫圖一邊的說話，說

話的內容是跟著畫圖的動作進行，但在團隊的設計過程，說的過

程與實際畫或是寫的動作間常常不一定相同，和單人的放聲思考

分析過程有所不同，因此做此區分。此外並加入了各種活動層次

的斷句、總次數以及含有的種類的記錄，藉以進一步的進行分析。 

編碼的過程必須經過影片與口語資料的不斷觀察，並將設計

過程的每一個片段進行仔細的分類，本研究就創造潛能組成相同

的A、C、D、H四個組別，進行編碼結果的分析。 

5.1.2編碼結果 

A組運用傳統與數位媒材之設計過程編碼結果如表5-1、表

5-2所示。本組在運用兩種媒材的設計過程中分別產生了1130個

與1004個斷句。相較於過去對於單人設計過程的運用放聲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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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進行的研究（唐玄輝，2006），透過編碼後可以發現團隊設

計過程產生了較多的斷句數。其中產生不同種類最多的是機能層

產生的73種與64種。概念層則產生44種與42種。 

表5-1  組A傳統媒材編碼結果 

表5-2  組A數位媒材編碼結果 

運用傳統媒材時共產生了103個關於拉砲討論議題的斷句為

最多，運用數位媒材時共產生了65個關於手環的斷句。從設計呈

現的表版中可以發現，在最後的設計表現中傳統媒材的設計呈現

以拉砲為議題，數位媒材的設計呈現也是以手環作最後呈現。組

C運用傳統與數位媒材之設計過程編碼結果如表5-3、表5-4所示。 

 

 

 

 

DCOCS層 含有斷句 含總數 不同概念 最大延續量概念 

感官層 136 - - - 

視覺層 205 212 - 畫具體形狀(50) 

機能層 549 705 73  拉砲(103) 

概念層 221 244 44 聲引人(25) 

總斷句數 1130 - - - 

DCOCS層 含有斷句 含總數 不同概念 最大延續量概念 

感官層 93 - - - 

視覺層 113 114 - 畫具體形狀(44) 

機能層 499 728 64 手環(65) 

概念層 174 238 42 甩多下(36) 

總斷句數 100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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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3  組C傳統媒材編碼結果 

表5-4  組C數位媒材編碼結果 

在C組的討論過程中，傳統媒材共產生676個斷句，其中方塊

共產生59個與方塊有關的斷句為最多。運用數位媒材時產生了

706個斷句，其中熱冰為最主要的討論議題，產生了37個討論此

主題的斷句，此兩個最大討論議題最終都成為設計完成時的主

題。組D之設計過程編碼結果如表5-5、表5-6所示。 

表5-5  組D傳統媒材編碼結果 

 

 

DCOCS層 含有斷句 含總數 不同概念 最大延續量概念 

感官層 71 - - - 

視覺層 69 69 - 具體(55) 

機能層 268 374 35 方塊(59) 

概念層 63 65 10 掛(16) 

總斷句數 676 - - - 

DCOCS層 含有斷句 含總數 不同概念 最大延續量概念 

感官層 45 - - - 

視覺層 57 58 - 細節(14) 

機能層 233 321 38 熱冰(37) 

概念層 26 28 12 啟動(9) 

總斷句數 706 - - - 

DCOCS層 含有斷句 含總數 不同概念 最大延續量概念 

感官層 67 - - - 

視覺層 63 63 - 具體(30) 

機能層 293 408 52 高跟鞋(65) 

概念層 43 44 15 顏色(9) 

總斷句數 798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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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6  組D數位媒材編碼結果 

在D組的討論過程中，傳統媒材共產生798個斷句，高跟鞋產

生了65個斷句為最主要的討論議題。而運用數位媒材時產生了

637個斷句，耳機為最主要的討論議題，產生了56個討論此主題

的斷句，此兩個最主要討論的議題為設計完成時的主題。H組運

用傳統與數位媒材之設計過程編碼結果如表5-7、表5-8所示。 

表5-7  組H傳統媒材編碼結果 

表5-8  組H數位媒材編碼結果 

H組在運用傳統與數位媒材的設計過程中產生了664個與861

DCOCS層 含有斷句 含總數 不同概念 最大延續量概念 

感官層 41 - - - 

視覺層 42 42 - 細節(14) 

機能層 157 208 22 耳機(56) 

概念層 35 39 11 啟動(9) 

總斷句數 637 - - - 

DCOCS層 含有斷句 含總數 不同概念 最大延續量概念 

感官層 95 - - - 

視覺層 93 94 - 寫概念(31) 

機能層 365 464 64  刀子(39) 

概念層 89 94 24 噴罐(14) 

總斷句數 664 - - - 

DCOCS層 含有斷句 含總數 不同概念 最大延續量概念 

感官層 77 - - - 

視覺層 81 81 - 畫具體形狀(38) 

機能層 364 522 61 隨身碟(54) 

概念層 71 76 27 啟動(9) 

總斷句數 86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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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斷句。運用兩種媒材在機能層中分別產生了64種、61種不同的

概念，在概念層則產生24種與27種活動。 

運用傳統媒材時共產生了39個關於刀子討論議題的斷句，而

運用數位媒材時共產生了54個關於隨身碟的斷句。而以最後的設

計呈現而言，該團隊在傳統媒材的設計呈現並非以刀子作為議

題，而是以電擊作為主題。在數位媒材的設計呈現是以投影作為

主題，並非以而隨身碟作為最後議題，而隨身碟的討論是本研究

給予之設計主題，但卻成為最大延續量的概念。相較於其他三組

的設計過程，最大延續討論議題最後都成為設計呈現的主題。 

設計成果第十名的H組最終設計成果為閃電與投影，雖然亦

出現在設計過程中，但並不是設計過程中最大討論議題，對於目

標的設定與執行上和其他三組有所不同。從設計成果來看，可以

發現在設計過程最大討論議題和執行之間的關係，以及最主要的

討論議題在整個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如果可以透過腦力激盪

藉以成為最終結果，或是討論許久後但選擇了其他概念作為成

果，在目標設定與達成之間若無法做串連時，設計過程討論產生

的價值就因此而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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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設計過程PSEP分析 

本研究進一步計算設計過程中發展階段的預先發想結構出

現的次數，並除以時間單位內的斷句數，以產生象徵PSEP的比

例。由於團隊設計過程和單人設計過程有所差異，並且本研究將

視覺層定義為從視覺所接受到的訊息進行詮釋的過程，因此尚未

牽涉到思考層面。因此本研究針對團隊設計，將預先發想結構的

定義修改成設計過程中含有機能層或概念層斷句之比例。 

5.2.1設計過程總PSEP 

本研究將發展階段的預先發想結構比例，作為團隊在設計過

程中創意產生可能性的評價標準，以下為各團隊運用傳統與數位

兩種媒材時，所產生的創意產生可能性如表5-9所示。 

表5-9  兩團隊運用傳統、數位媒材PSEP 

A組在運用兩種媒材進行設計時，斷句數皆高於其他三組。

團隊 運用媒材 發展階段預先發想結構(個) 斷句數(個) PSEP 比例(%)

A組  傳統媒材 561 1130 49.7 % 

A組  數位媒材 505 1004 50.3 % 

C組 傳統媒材 250 676 37.0 % 

C組 數位媒材 214 706 30.3 % 

D組 傳統媒材 266 798 33.3 % 

D組 數位媒材 145 637 22.8 % 

H組  傳統媒材 332 664 50.0 % 

H組 數位媒材 332 861 3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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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A組在運用傳統與數位媒材時，設計過程的PSEP比例分別為

49.7％與50.3％。而相較於A組，初步觀察C、D組的PSEP比例較

低，C組分別為37.0％、30.3％，D組分別為33.3％與22.8％。H

組在設計過程的PSEP比例為50.0％與38.6％。 

觀察四個個團隊的PSEP可以發現，設計成果排名第十的H

組，團隊產生的PSEP甚至高於C、D兩組，且在運用傳統過程產

生的PSEP甚至高於A組傳統媒材設計過程的比例。 

透過上述的數據，整理出四個團隊在運用兩種媒材時個別的

設計總分以及創意表現，將從不同媒材運用之設計過程PSEP與

設計成果、創意表現進行比較，結果如表5-10所示。 

表5-10 四個相似創造潛能團隊，不同媒材之設計總分與創意表現 

從團隊的設計成果發現，並沒有傳統或是數位媒材的集中成

團隊 運用媒材 設計總分 排

名

A組  傳統媒材 260 3 

A組  數位媒材 301 1 

C組 傳統媒材 285 2 

C組 數位媒材 221 5 

D組 傳統媒材 201 7 

D組 數位媒材 222 4 

H組  傳統媒材 196 8 

H組 數位媒材 216 6 

團隊 運用媒材 創意表現 排

名

A組 傳統媒材 46 1 

A組 數位媒材 41 2 

C組 傳統媒材 36 3 

C組 數位媒材 34 4 

D組 傳統媒材 34 4 

D組 數位媒材 31 7 

H組 傳統媒材 29 8 

H組 數位媒材 3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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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而是屬於較於分散的分佈。以下將進一步透過斯皮爾曼無母

數相關係數加以檢定，藉以了解PSEP比例與團隊之設計成果、

創意表現間是否有所關連，分析結果如表5-11所示。 

表5-11 PSEP比例與設計總分、創意表現之相關性 

分析個數N=8    *.  在0.5水準(雙尾)上的相關才會顯著 

從表中可以發現，PSEP的比例與設計總分之間的相關性為

0.167，並未達到顯著(P<0.05)，與創意表現的相關性為0.299，亦

未達到顯著。由PSEP比例所產生的數據和設計成果的關係並不

明顯，可以得知測量個人創意產生可能性的PSEP，應用在團隊

的設計過程時，並沒有辦法得到與設計成果相呼應的結果。 

觀察團隊設計過程的影片後，推論在團隊中的創意產生可能

性不如在單人實驗中明顯，是由於團隊的PSEP發揮都藏在個人

的設計過程之中，但由於溝通之因素降低了其產生的明顯性。並

可能個人連串的PSEP受到團隊中否定，因此減少延續性預先發

想結構的出現。或是概念在腦中思考後就中斷，設計者擔心被否

 PSEP比例 

相關係數 設計總分 

顯著性 

.167 

.693 

相關係數 創意表現 

顯著性 

.299 

.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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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或覺得概念還不夠好，因此並未將想到的創意都提出。 

在進行四個團隊設計過程PSEP分析過程中，並沒有辦法發

現其與團隊間設計成果高低上的相關性，且兩團隊產生的概念種

類數量亦相當接近。在Warr與O’Niell(2006)的研究中亦發現，從

概念的數量上並沒有辦法明顯的測量與驗證溝通式團隊的價

值，而兩者的差異是在於平均對於一種團隊提出概念進行討論的

數量，即是概念衍伸度。 

5.3概念衍伸度 

透過Finke、Ward與Smith(1992)提出「產生發展模型」與Warr 

& O’Niell(2006)在研究中的對於溝通模式團隊與非溝通模式團

隊的研究的分析，本研究進一步的觀察，團隊在設計過程中所產

生的概念衍伸度越高，將得到更好的設計成果。 

概念衍伸度的意義，便是團隊對於提出的概念，能進一步的

討論並賦予更多價值，而計算的方式就是將所有在機能層與概念

層中出現之概念總數除以概念種類總數，如圖5-2所示。 

 

圖5-2  概念衍伸度計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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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設計過程與概念種類數 

為得知是否在設計過程中提出越多不同的概念種類，可以得

到較佳的設計成果，因此先將設計概念數量與種類整理如表5-12

所示。並進一步分析四團隊概念種類數量與設計總分、創意表現

間的相關性，如表5-13所示。 

表5-12  團隊概念種類數量 

表5-13 概念種類數量設計總分、創意表現之相關性檢定 

分析個數N=8    *.  在0.5水準(雙尾)上的相關才會顯著 

從表中可以得知概念種類數量與設計總分的相關性為

0.072，並未達顯著相關，而與創意表現的相關性0.446亦未達到

顯著的標準，因此得知概念種類數量越多並不一定能得到較佳的

團隊 運用媒材 機能層種類 概念層種類 概念種類數量 

A組  傳統媒材 73 44 117 

A組 數位媒材 64 42 106 

C組 傳統媒材 35 10 45 

C組 數位媒材 38 12 50 

D組 傳統媒材 52 15 67 

D組 數位媒材 22 11 33 

H組 傳統媒材 64 24 88 

H組 數位媒材 61 27 88 

 概念種類數量 

相關係數 設計總分 

顯著性 

.072 

.866 

相關係數 創意表現 

顯著性 

.446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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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成果。概念種類數量的增加，可能只是天馬行空的提出不同

類型的概念，而沒有針對概念作深入的探討與演化，對整個設計

過程的並不一定能產生明顯效益。而相對的，概念衍伸度高代表

的意義，正是在於將提出的概念產生多次的激盪，並使之更為完

整。因此本研究進一步的探討概念衍伸度與設計成果之間的相關

性，加入機能層與概念層中的概念總數後，進而能得到四個團隊

設計過程的概念衍伸度，如表5-14所示。 

表5-14  兩團隊概念衍伸度 

A組在運用傳統媒材與數位媒材時，針對同一設計議題討論

的衍伸度分別為8.11個與9.11個，C組的概念衍伸度在傳統與數位

中分別為9.76個與6.98個，D組的在傳統與數位的設計過程分別為

6.75個與7.48個，而H組在兩媒材中產生的概念衍伸度為6.34個與

6.80個，以下將此結果透過檢定的方式探討其相關性。 

團隊 運用媒材 機能層數量 概念層數量 概念總數 概念種類 概念衍伸度 

A組  傳統媒材 705 244 949 117 8.11 

A組 數位媒材 728 238 966 106 9.11 

C組 傳統媒材 374 65 439 45 9.76 

C組 數位媒材 321 28 349 50 6.98 

D組 傳統媒材 408 44 452 67 6.75 

D組 數位媒材 208 39 247 33 7.48 

H組 傳統媒材 464 94 558 88 6.34 

H組 數位媒材 522 76 598 88 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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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概念衍伸度與創意產生可能性 

與觀察PSEP的方式相同，為概念衍伸度與設計總分、創意

表現之相關性，運用斯皮爾曼無母數相關係數加以檢定，分析結

果如表5-15所示。 

表5-15 概念衍伸度與設計總分、創意表現之相關性檢定 

分析個數N=8    *.  在0.5水準(雙尾)上的相關才會顯著 

概念衍伸度與設計總分之相關係數為0.976，兩者達到極高

的相關性，而概念衍伸度與創意表現的相關係數0.719，也達到

了顯著相關，因此可以發現概念衍伸度高的團隊，在設計總分和

創意表現上亦可以得到高分。 

由於概念衍伸度與設計成果之間的高相關性，可以得知在設

計過程之中，除了切題概念的提出之外，針對概念在討論過程之

中的衍伸性討論扮演更為重要的角色。 

概念衍伸度的算法引用『產生發展模型』的概念。產生發展

模型將創意過程區分為「產生」與「發展」，在產生階段人們會

 概念衍伸度 

相關係數 設計總分 

顯著性 

.976 

.000 

相關係數 創意表現 

顯著性 

.719 

.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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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認知上的預先發想結構，預先發想結構是最終創意產出的

發源地。而本理論旨在表達在設計過程中，對於產生階段產出的

概念，透過思考與經驗等可能的方式，將它不斷的衍伸與拓展，

進而將提出的想法更為具體化，且讓設計過程的方向不斷賦予更

高層次的價值。 

理論中定義創意的價值，並非在於不同種類概念的數量，而

是在設計過程將既有的概念加以衍伸，此層面的概念便與設計者

過去的背景知識與經驗有所相關，從Tang(2003)在研究中分析富

有經驗的設計師與新手更可以發現，富有經驗的設計師產生較多

的預先發想結構。原因便是在於富有經驗的設計師，更能從產生

出來的概念之中，進行數量更多且更為深入的發展，這與本研究

對於概念衍伸度的定義不謀而合。 

5.3.3概念衍伸度與團隊模式 

在過去的研究中對於溝通式團隊所呈現出的價值仍難以表

現，且有學者提出非溝通式團隊更能產生創意的論點。但這是由

於在設計過程中，團隊所產生的概念種類數量並不等同於創意的

表現，並進一步提出真正能體現創意價值的觀察方向，是在於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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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概念平均概念討論的數量。 

概念衍伸度的提出，亦參考Warr & O’Niell(2006)在實驗當中

對於好的團隊模式進行的實驗與操作形式。溝通團隊之實驗操作

模式，便是讓兩位受測者在討論空間上加以隔離，但能透過數位

媒材的協助全程自由的進行討論。而非溝通模式則是將兩位受測

者透過空間隔離外，無法透過數位媒材進行討論，這樣的設計進

行模式，與設計成果較低的H組在設計過程中運用的方式雷同。

而A、C、D在設計過程全程都運用溝通與討論的方式來進行，從

實驗影片中觀察可以發現兩者之間的不同。 

因此本研究從以上的討論中可以發現，一個好的團隊設計模

式，是透過討論與腦力激盪的方式進行，進而此模式之下能對於

提出的概念進行更為深入的鑽研。而概念衍伸度的價值便是在

此，運用較佳的討論模式並且著重於概念的衍伸，在本研究中發

現將會得到較佳的設計成果。 

延續以上的討論，本研究從創造潛能組成相似的四個團隊其

設計過程口語資料加以觀察，對於相同的設計議題，團隊之間對

於題目的詮釋提出了許多相同以及相似的想法以及解決之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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念。但到了設計過程中間階段時，重點已經從原來概念的提出跳

脫，轉換到了概念的轉換以及具體化、合理化的步驟，雖然四個

團隊提出的概念名詞相似，但此階段較屬於設計成果產生的出發

點，在產生發展階段的理論之中，發展的過程A組明顯表現較為

優異，而團隊之間的差距便是在於對概念討論的質有所不同，這

便是概念衍伸度在詮釋團隊價值時所代表的意義。 

每一個概念的提出對於各組別來說，都是一個自訂的起點，

但相對於起點的價值討論而言，此起點是否在方向的選定之後得

到設計過程兩人充分的討論，在本研究中發現來得更為重要。概

念的起點是否具有價值尚無從斷定之前，本研究提出的概念衍伸

度更能透過編碼方式剖析透徹，並且從中得到觀察團隊討論品質

的一個重要依據。 

5.4研究分析與討論小結 

本研究的分析與討論主要以創造潛能與設計成果、設計過程

與創意產生可能性以及概念衍伸度三個大方向進行。研究中發現

透過拓弄思創造潛能測驗而來的個人創造潛能，並不會影響團隊

最終的設計成果，並分別從量化與質性的角度分別進行分析。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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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以發現本研究創造潛能相似的組別，產生十個團隊中第一與

第十名的成績，藉此更驗證了相似的創造潛能團隊組成可能產生

完全不同的設計結果。 

並運用發展階段預先發展結構比例的方式，觀察團隊在創意

產生可能性上的表現。運用PSEP計算團隊設計過程總創意產生

可能性後，發現團隊的創意表現無法運用PSEP加以體現，而透

過產生發展模型(Geneplore model)與Warr & O’Niell(2006)討論模

式團隊的研究，進一步推測概念衍伸度為設計過程中價值體現的

準則。 

本研究中發現，兩團隊在設計過程的總PSEP上沒有太大不

同，且透過檢定亦發現團隊提出的概念種類與設計成果間，並沒

有顯著的相關。但透過概念衍伸度的計算與檢定分析後，觀察到

概念衍伸度高的團隊能產生較佳的設計成果，並將其視為觀察團

隊在設計過程中真正價值體現的重點。 

從中可以將設計成果較高的A組之團隊的討論模式，提供未

來設計團隊在討論過程中加以參考。過程中的重點不在於從題目

引發出多種的概念種類，而是提出概念之後快速的找到最值得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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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重點之後，並且以此概念進行延伸與發展，透過討論的方式

將值得發展的概念加以提升價值，過程中可能運用到設計師的經

驗與背景知識，進而最後產生出更為實際且呈現更為周密的設計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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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與建議 

在最後的章節中，將整合上述討論的重點，從創造潛能、數

位媒材、團隊模式與概念衍伸度中，整理出本研究的結論。並討

論在設計思考、設計教育、研究方法與跨國合作上本研究的貢

獻，期望在研究中對於團隊討論過程之發現，能提供未來設計者

加以利用，進而提升討論的品質。再提出在研究過程中遇到的研

究限制，包含研究設定階段、實驗過程、研究分接階段。最後將

本研究發現到的重點加以整理，希望能給予未來編碼研究者與相

關研究者的建議，研究的結論與建議之架構圖如圖6-1所示。 

 

圖6-1  研究結論架構圖 

6.1結論 

本研究分析的對象為工業設計系共二十位學生，屬於個案研

究，因此研究中的發現屬於個案中的特徵與結果，雖然無法推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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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現象在其他相似的案例中必然存在，但從十組個案中發現到

的論述與分析結果，以及四個團隊設計過程之編碼結果，相信仍

有其意義與價值。 

但以口語分析的實驗而言，十組團隊共二十筆的實驗資料，

並進行共八筆DCOCS編碼的工作，雖然無法在統計上形成較龐

大的資料量，但以口語分析形式進行統計分析的模式而言，屬於

數量可觀的一份設計思考研究。 

6.1.1創造潛能 

在團隊設計過程中，個人的創造潛能並不會影響最終設計成

果，因此個人即便在創造潛能的測驗並未能得到高分，但亦可以

透過團隊的發揮合作得到好的設計成果。因此創造潛能成為一種

參考的方針，讓受測者可以透過測驗的結果截長補短，更具體的

了解到自己在創造力方面相關的能力。 

而相似的創造潛能成員組成，在設計過程各自不同的發展之

下，透過本研究的個案結果發現可能產生極大的不同，排名第一

與排名第十的團隊皆屬於高與低的創造潛能組成，但由於合作過

程以及各自團隊討論方式的不同，進而產生不同的設計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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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數位媒材 

透過專家評鑑的計算與分析後，發現雖然團隊運用傳統媒材

時得分略高於運用數位媒材時的設計成果，但在兩種媒材的創意

表現分數上並沒有顯著差異，因此運用數位媒材對設計創意發揮

上並不會有所影響。從中發現數位媒材可以協助跨國性合作式設

計的進行，在未來的設計趨勢之下是值得期待的發展方向。 

觀察團隊的設計過程可以發現，並不會因為採用數位媒材而

讓創意產生可能性有所降低，因此針對概念發想階段，數位媒材

仍可以在團隊的討論過程中，扮演溝通與討論上輔助的橋樑。 

6.1.3概念衍伸度與創造力 

研究中分析的兩團隊雖然擁有相似高與低的創造潛能成員

組成，但在設計成果上發現個別排名第一與第十，從整體設計過

程的創意產生可能性上並沒有發現團隊間太大的差別，在概念種

類的數量上亦是。 

透過概念衍伸度的觀察後，可以發現一個被提出的概念，在

整個設計過程中平均被醞釀的次數。而本研究中驗證，設計過程

中概念所存在真正價值的體現，在於團隊成員討論過程中不斷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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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想法進行衍伸，且融合的設計者在過去經驗的累積，將可

能運用到的背景知識，透過口語或圖面的形式再一次的把原來每

一個團隊都可能提出的概念再次昇華。 

從資料中可以發現，對於一樣的題目，各團隊之間提出許多

相同的想法，在初期階段這只是尚未經過醞釀的名詞，因此設計

過程中對於創造表現而言，更為重要的是在於延續性的討論，而

不是跳躍性但缺乏連貫的概念提出。 

從本研究中歸納出的分析方式，對於創造力的定義上下了不

一樣的註解。在團隊設計過程的創造力中，並不若單人般難以估

計，由於團隊在設計過程中必須要將概念提出，進而受到其他團

員的任何或進一步討論，因此憑空產生的概念較不常見。然後從

本研究中得到的設計成果上可以發現，團隊產生的創造力價值，

是透過腦力激盪的方式，將原來與其他團隊甚至雷同的基本概

念，運用靈活的處理方式、背景知識、設計經驗等方式，才能演

化成最後的設計成果。 

以本研究而言，四個創意潛能相似的團隊，雖然在個人能力

屬於同一個起跑點，但過程之中腦力激盪討論模式、較佳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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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念選擇以及較高概念衍伸度，成為團隊設計成果與創意表現的

一個指標，藉此提供未來團隊以此作為方向，並著重於此方面的

訓練，進而有更佳的創造力表現。 

6.2研究貢獻 

本段落將從設計思考、設計教育研究方法與跨國合作的角

度，討論本研究在實驗、分析與討論之後提出貢獻。 

6.2.1設計思考 

本研究以Torrance創造潛能測量出發，並討論個人所擁有的

能力與組成團隊之後，是否會產生明顯的關係。並從量化與質性

的角度分別切入，都發現個人的創造潛能與組成團隊後的設計成

果上，並沒有明顯的關係。 

而對於設計前的個人創造潛能與設計後的設計成果進行比

較後，將創造潛能相同的團隊，從設計過程的角度以DCOCS進

行編碼分析，並發現設計成果最佳與最差的兩團隊，在產生的概

念種類與創意產生可能性上都難以觀察兩者不同處。透過文獻的

討論與驗證後，發現設計團隊價值真正的體現，便是在於腦力激

盪下將產生的概念做最好的發展與衍伸。本研究雖然為個案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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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但其中發現到的現象仍可供設計理論研究者做為參考，在研

究中提出不同面向的思考與分析方式，研究者可參考本研究的編

碼方式，分析不同的設計個案。 

6.2.2設計教育 

對於個人的創造力研究上，至今直難以釐清個人創造力的全

貌，但本研究對於個人的創造潛能與設計成果討論分析之下，以

質性的角度而言可以發現，創造潛能較低的設計者透過不同的設

計過程醞釀，以及正確的討論方向或更多的設計經驗、不同背景

知識，仍可以在設計成果和創意表現上有較好的表現。 

因此創造潛能在設計教育而言，或許是個人了解自己基本能

力以及未來發展方向的方法，但透過創造潛能的測驗所得到的結

果並非是絕對。得到好的創造潛能所代表的意義，是具有較高創

造力表現優異的機會，但相形之下在其他層面以及設計學習過程

中的努力，將可以扭轉創造潛能上的略勢。因此對於設計教育而

言，更可以鼓舞學生對於設計知識的涉掠與進取，畢竟成功與否

並非是個人先天擁有的創造潛能，透過學習而來的能力相形之下

更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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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設計教育而言，促進學生之間團隊合作的觀念與訓練之

餘，設計成員將靈光一現的想法提出之外，還必須灌輸將概念設

定與執行之間的重要性，以及概念從產生階段跳躍到發展中，團

隊的合作之下讓彼此的能力透過討論得以發揮，未合作的作業模

式只是將兩人的想法涉入溝通階段，並沒有整合兩人的力量，可

能導致設計成果不彰的結果，學生之間腦力激盪才是真正能體現

設計創意的關鍵。 

6.2.3研究方法 

本研究中將Torrance對於單人創造潛能的測量方式，加以轉

化後，成為團隊創意評價的準則，並將與團隊的設計過程以及成

果進行討論與比較，將原來運用在單人的評價準則，運用於團隊

的模式當中。 

而過去DCOCS的方法最多運用在建築領域的單人設計過程

中，藉以將設計師在設計過程的思考以最細微的方式進行切割，

並以認知心理學作為背景加以分析討論。本研究引用DCOCS理

論為背景，將工業設計領域在團隊討論模式之下設計過程中的活

動，以相同的方式進行切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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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於單人運用放聲思考所得到的口語資料，與團隊進行設

計時自然的溝通與討論下的資料，在想法詮釋上的差別，本研究

在編碼的過程中進行許多修改，藉以使得分析方法能更適切於團

隊設計過程，但修改的方向仍奠基於DCOCS的感官層、視覺層、

機能層與概念層定義之下。 

因此對於未來研究者在團隊設計過程中，創意產生可能性的

分析可以加以運用，或是未來研究者可以針對分析的對象再次修

正編碼的定義。而在發展階段預先發展結構比例的計算上，則由

於DCOCS編碼定義的改變，而將計算的定義做變化。 

研究過程中，並提出了概念衍伸度的方法做為評價團隊合作

成果的方式，藉以提供未來相關領域的研究者，能有新的評價準

則可供參考。 

6.3研究限制 

在設計過程之中，由於經費與研究時間等因素影響之下，形

成了研究上難以克服的研究限制，本段落將就實驗進行前段的研

究設定、研究中段的實驗過程與研究後段的分析分別進行論。 

6.3.1研究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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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兩種媒材的設定上，由於數位媒材在環境以及實驗設備的

配置上，必須要透過虛擬同地的方式進行才能實際的體現出其不

同處，因此兩位受測者就必須分處於不同的空間內，透過網路讓

聲音與影像產生聯繫，和傳統媒材上有所不同。 

在創造潛能組員的分配過程，由於考量到溝通是影響設計過

程的最主要原因，因此在創造潛能組員的分配上，無法將成員組

成分配成高、高或低、低的較明顯組合以利後續分析，因此未來

研究者可以透過團隊溝通問題的排除，並從高、高與低、低的創

造潛能成員組成角度加以分析，使對比更為強烈，且更容易從中

進行觀察。 

6.3.2實驗過程 

而網路連線的過程當中，數位媒材時會形成伺服器端(server)

與連線端(viewer)。而連線端在操作上會因為連線速度不足產生

遲緩的現象，並且在換頁的過程中會有更新不完全情況，這也讓

研究者必須在研究進行前先告知受測者，藉以避免在設計過程時

產生的影響，但仍難以將所有連線上產生的影響都排除掉。 

此外受測者在運用數位媒材的設計過程中，由於每個人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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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慣的不同，有的設計者會將會畫直立，而有些受測者會將數位

手繪板橫躺，使得拍攝上有些微捕捉不完全。 

在受測者運用傳統媒材時，由於DCOCS編碼必須將設計過

程圖面進行完整的紀錄，藉以了解設計者在過程中透過圖面傳達

與討論的細節，以及隨時產生停頓的時間點與繪製圖形間的互

動。但本研究所運用之數位攝影機，為使拍攝過程運用腳架使得

畫面得以平穩，但無法架設於完全正上方的位置，且團隊在設計

的過程中難以控制其運用的紙張，以及是否分開畫圖、繪圖在桌

面上的位置等變因，因此所拍攝的角度盡所能的從上往下拍攝，

而可以拍攝的到桌面全景為原則，再透過影片拍攝結果與結果圖

面之間不停對照，因此無法避免會產生些許誤差。 

6.3.3研究分析 

設計思考相關的實驗中，本研究針對的團隊設計分析案例，

必須找到相同背景的受測者，並且以兩個人為一組，因此在實驗

的組數上無法得到大量的數據，因此本研究主要以質性觀察的角

度進行分析討論，並以量化的方式加以輔助。 

且由於DCOCS編碼的過程，必須經過設計過程口語資料的



 
 
 
 
 
 
 
 

- 95 -

撰寫、手繪圖面的文字化、時間點的確認與設計活動編碼，並將

設計過程的畫面多次檢視，在不清楚設計者表達的斷句中透過影

片加以確認。由於如此繁瑣的步驟中，需耗費相當大的時間在整

理資料，因此研究分析的組數上並沒有辦法達到較多的量。 

6.4未來研究 

在分析過程中，仍發覺到一些相關的議題值得後續研究者進

一步討論，將在以下段落作說明。 

6.4.1編碼相關者 

雖然口語分析對於了解設計認知的過程與內容提供了相當

大的助益，然而在施行上仍有許多的困難，特別是在觀察的對象

從單人變成團隊的過程中，必須針對團隊在討論過程中口語產生

的特性加以重新定義，因此需要耗費大量的時間，使得分析的個

案相當有限。編碼者在選擇適當的編碼系統時要先確認研究的重

點與方向，將編碼的行為更為的簡略化，觀察出編碼系統得以產

生效果的觀察重點，而非將整套的編碼方式都加以操作。例如要

以觀察設計過程的PSPE為重點時，可以省略感官層與視覺的出

現，而只觀察產生的機能層與概念層的斷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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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整個編碼系統十分複雜，在訓練編碼者時需要花費相當

大的時間與心力，因此未來研究者可將編碼系統適度簡化，具體

找到觀察的核心，藉以減輕研究者觀察單一組別的負擔並增加分

析個案數，進而可以深入探討更多不同組別在設計過程的發展。 

且本研究運用過去研究中已經過許多研究驗證的編碼系

統，將觀察對象從單人轉換至團隊之中。無論是針對團隊設計過

程對於口語上表達和個人間的差別，或是針對建築設計與工業設

計的專業領域中可能產生的不同，還有更多有待後續研究者加以

驗證與修正的地方。 

在編碼的過程中，由於對個案中組別的觀察，因此在概念層

上做了許多省略，如背景知識、對美感的表達等，在設計過程中

較為模糊不清，且難以釐清其價值，因此對於後續研究者來說，

將活動的各層次中重新的觀察與定義，從更細微的角度來觀察仍

可以將各活動進行更清楚的劃分。 

6.4.2相關研究者 

本研究由於團隊設計過程中溝通的因素，在團隊組成的分組

中讓受測者自己組成團隊，因此形成的創造潛能團隊並無法較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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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因此後續的研究者可以透過其他方式克服團隊溝通上的問

題，將團隊以創造潛能測驗的結果加以分組，並將團隊組成以

高、高和低、低進行比較，而讓設計進行前的團隊組成能有更為

明顯的不同，在和設計成果進行比較，相信會產生不一樣的發現。 

在創造潛能相關的文獻中可以發現，Torrance認為最佳的方

式就是將圖形與語文的各種測驗結果，透過不同的定義而可以觀

察創造力相關的不同層面，因此後續的研究者可以從各種測驗而

來的特性，並透過數字化的表達，將創造潛能結果象徵於設計過

程中展現的不同能力，將創造潛能測驗所產生的價值更為體現。 

本研究針對團隊設計過程的發展提出之概念衍伸度，除了作

為未來團隊討論品質上的評價依據外，更提供未來設計團隊或設

計教育在提升創造力時作為參考。透過研究可以發現，創造力的

表現不只是提出新鮮的概念，從眾多概念中進行決策與篩選是第

一個重點，在找尋到確切欲發展的方向後，接續對此概念的衍伸

討論將是最大的關鍵。創造力的表現其實不只是一個人的天馬行

空，團隊合作及適切的討論模式，才能真正產生更具有深度及價

值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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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創造潛能測驗簡述 

本研究沿用林美玲（2006）之研究中，針對長庚大學工業設

計系大學部全系學生所進行之創造潛能測驗，吳靜吉等人（1998）

並在研究中針對大學學生進行之圖形與文字創造潛能重新測

量，發現其信度仍達0.79至0.8，因此本研究沿用長庚大學工業設

計系大學部三年級學生在創造潛能測驗中的數據。 

吳靜吉教授等於1996年修訂完成的新編創造思考測驗之《語

文創造思考測驗》及《圖形創造思考測驗》兩本做為本研究測量

學生創造潛能之工具。 

新編語文與圖形創造思考測驗 

以下將針對新編語文與圖形創造思考測驗，其進行與評分之

方式進行概述。此測驗為「人」的圖形創造思考測驗，共包括48 

個大小不同的人字或人形，受測學生依此人字或人形為基準，畫

出一幅圖畫或東西，人字或人形必須是任何一幅畫中的某一部

份；且每一幅畫或東西下面空白的地方寫出所繪的名稱。本測驗

可測得學生的圖形之流暢力、變通力、獨創力及精進力4個分數。 

流暢性(fluency)：短時間內能表達出的觀念和設想數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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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通性(flexibility)：能從不同角度靈活地思考問題。 

獨創性(originality)：具與眾不同想法和獨特解題思路。 

精密性(elaboration)：能想像與描述事物或事件具體細節。 

語文創造思考測驗為「竹筷子的不尋常用途」，讓受測學生

儘量想出竹筷子除了吃飯之外，還能做出怎麼樣不同且有趣的用

途。本測驗可得語文之流暢力、變通力及獨創力3個分數，圖形

及語文創造潛能評分定義相同。 

流暢力評分 

把所有反應總數扣除未依標準作畫（即「人」不是其中一部

份）以及重複的圖畫之後，受測者所完成圖畫的總數即為流暢力

分數。 

假設某受測者小明完成之測驗圖形如附錄圖1-1所示，因此

可知本受測者在圖畫中，共以人字為圖畫的一部份完成了十張

圖，經過檢查後並無重複的圖畫，並且每一張圖畫都含有文字說

明主題，因此小明在流暢力的部分一共獲得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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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圖1-1  受測者「人」的圖形創造思考測驗結果 

變通力評分 

民國八十七年十月所出版的《新編創造思考測驗》距今已有

近八年之時空背景，編者亦曾建議至少每隔四至五年就應該更新

常模（吳靜吉等，1998），故研究中除參考吳靜吉博士所編訂的

26個語文變通力常模及35個圖形變通力常模，也援用了2002年中

原大學室內設計學系詹鎔瑄所發展之常模，如附錄圖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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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圖1-2  工業設計系所學生創造力常模增修（林美玲，2006） 

透過上述之步驟之後，研究中對長庚大學工業設計系全系學

生測驗結果，整理出以下的常模，如附錄表1-1所示，進而每位

受測者繪出不同類別項目總和即為其變通力的分數。 

 

 

 

 

 

 

 

 

 

 

 

 

 

 

 

 

 

 

1998年
新編創造思考常模

2002年
中原大學室內設計系

學生常模

2006年
長庚大學工設系所

學生常模

2006年
長庚大學工設系

大三生常模

2006年
長庚大學工設系

大二生常模

2006年
長庚大學工設系

大一生常模

2006年
長庚大學工設系

大四生常模

2006年
長庚大學工設所

研究生常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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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表1-1  工業設計系所學生圖形創造潛能之變通力常模 

 

小明的繪圖結果如附錄圖1-3所示，其中分項類別包含建

築、玩具、表情與七情六慾、身體或身體部分、穿戴物、休閒或

遊樂設施、人物或人類的動作共七種分項，重複的分項以一分計

算，因此本受測者在變通力上共獲得七分。 

 

圖  形 類  別 

1. 人物或人類的動作 2. 植物及其部份 3. 動物及其部份 

4. 自然景觀 5. 建築物及其部份 6. 工具 

7. 家用品、電器 8. 藝品、裝飾品 9. 休閒及遊樂設施 

10.虛擬人物、卡通 11.交通工具及設施 12.穿戴物 

13.宇宙天體 14.書、教學器材 15.身體或身體部份 

16.標示物 17.食物、飲料 18.科學儀器及現象 

19.烹飪調理器具 20.符號、圖例象徵 21.表情、七情六慾 

22.幾何圖形 23.昆蟲及其部份 24.內臟器官 

25.收藏、陳列品 26.對稱 27.護具 

28.節慶象徵 29.機械設備 30.傢飾品 

31.海洋生物 32.清潔用品 33.宗教儀式及用品 

34.英文字 35.能源 36.文具用品 

37.樂器 38.鳥類及其部份 39.刀劍武器 

40.礦物類 41.玩具 42.收納 

43.生活型態 44.醫療及用品 45.美容用品 



 
 
 
 
 
 
 
 

- 106 -

 

附錄圖1-3  受測者「人」的圖形測驗分項結果 

獨創力評分 

獨創力的計分為每個反應分別計算獨創力。獨創力的計分的

概念是依據常態分配，也就是統計上的稀有次數，其計分方式為： 

0分：該反應類別總數為所有受測人數5%以上給予0分。 

1分：該反應類別總數為所有受測人數2～4.99%以上給1分。 

2分：該反應項目總數為所有受測人數2%以下給予2分。 

舉例，全系受測者共繪出1000幅圖形，由流暢力的結果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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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明共完成十幅圖形，而附錄表1-2為各分項所佔所出現次數，

透過分項出現次數除以1000即可得到分項出現之比例。 

附錄表1-2  工業設計系所學生圖形創造潛能之獨創力參數 

 

小明的繪圖結果如上附錄圖1-3，其中分項類別包含建築、

玩具、表情與七情六慾、身體或身體部分、穿戴物、休閒或遊樂

設施、人物或人類的動作共七種分項，在對照項目中每一分項可

獲得的分數，分數包含0、1、2三種，建築(0)、玩具(2)、表情與

圖  形 類  別 

1. 人物或人類的動作(0) 2. 植物及其部份(0) 3. 動物及其部份(0) 

4. 自然景觀(1) 5. 建築物及其部份(0) 6. 工具(2) 

7. 家用品、電器(1) 8. 藝品、裝飾品(2) 9. 休閒及遊樂設施(0) (1) 

10.虛擬人物、卡通(1) 11.交通工具及設施(2) 12.穿戴物(0) 

13.宇宙天體(2) 14.書、教學器材(2) 15.身體或身體部份(0) (0) 

16.標示物(2) 17.食物、飲料(2) 18.科學儀器及現象(2) (2) 

19.烹飪調理器具(2) 20.符號、圖例象徵(1) 21.表情、七情六慾(1) 

22.幾何圖形(2) 23.昆蟲及其部份(1) 24.內臟器官(2) 

25.收藏、陳列品(0) 26.對稱(2) 27.護具(1) 

28.節慶象徵(2) 29.機械設備(2) 30.傢飾品(2) 

31.海洋生物(2) 32.清潔用品(2) 33.宗教儀式及用品(2) (2) 

34.英文字(2) 35.能源(2) 36.文具用品(2) 

37.樂器(2) 38.鳥類及其部份(2) 39.刀劍武器(2) 

40.礦物類(2) 41.玩具(2) 42.收納(0) 

43.生活型態(2) 44.醫療及用品(2) 45.美容用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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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情六慾(1)、身體或身體部分(0)、穿戴物(0)、休閒或遊樂設施

(0)、人物或人類的動作(0)，將所有分數加總後共得到三分，因

此小明在獨創力的分數為三分。 

精進力評分 

凡基本型態以外所加裝飾均算精進力，多一種裝飾則多加1

分，但完全相同的裝飾重覆出現，則只能給1分。下面情形精進

力加1分： 

所有反應的的每一個基本細節上給1分，但是一旦同一類的

細節給了分，其他同一類的反應就不再給分。換句話說，在這個

圖形所說的故事上，每增加一個概念，精進力給1分，但同一概

念的其他部份就不給分。 

陰影給1分（只把線加粗的不算分；但如加粗有意義給1分）。 

裝飾給1分；但需具有上述之意義。 

除了最基本描述之外，每增加一個概念給1分。 

除了『人』字之外的其他部分都可以列入計分，主要分析其

意義性。如附錄圖1-4中為該分項中各部分細節進行討論與所得

分數，在『家』的主題當中，門的描繪加一分，屋簷的描繪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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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屋簷的陰影加一分，家的外型加一分，因此本題的精進力共

獲得四分。依此類推，在『兩個氣球』的主題中，共獲得四分，

在『兩個吵架的人』的主題中共獲得八分，在『廟』的主題中共

獲得十分。綜觀附錄圖1-1中十題的作答一一分析後，加總的分

數即為小明在精進力部分所獲得的分數。 

 

 

附錄圖1-4  各分項精進力所得分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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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傳統媒材設計流程說明書 
 
非常感謝您願意參與這個競賽， 
由於您的配合，設計思考研究將有新的斬獲。 
接下來將對您說明整個競賽的流程以及目的，請務必詳讀。 
在整個競賽說明中若是有任何不懂的地方，請您提出，研究者會為您說明。 
若您已經準備好，請翻至下一頁， 

我們將開始說明整個競賽並且使您熟悉競賽的運作方式。 

首先，感謝您抽空參加這一次的競賽，在本競賽得到的所有資料，將使用於設計

思考的研究上。過程中將會用兩台攝影機與數位擷取螢幕方式，將所有過程加以

錄影，研究者同時也需要將您所繪製的草圖電子檔留下來作為分析資料。 

草圖以及過程錄影只會使用在這個研究上，成為研究者所需的口語分析資料。研

究者需要的，並非您所創作的設計內容，您將保有絕對的創作概念財產權，以及

您所繪草圖的著作權。 

請在下列表格簽名，並填寫個人資料，研究者稍後將開始進行操作介面介紹與數

位工具使用的熱身練習。 

請寫下您的相關資料 
 

 姓名：                                                  
 

 日期：                                                            
 

 電話：                                                            
 

 年齡；                                                            
 

 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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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的競賽流程說明是非常的重要，請確定您已詳讀，並了解這個競賽期望您能

配合的各個要求。謝謝！ 
 

這個競賽的目的主要是想要了解您在設計中的思考過程。為了達到這個目的，競

賽過程只需要兩位受測者自然的表達想法，與平常進行設計活動合作的過程相

同，在您討論的過程之中，我們將不會出現在此房間中且將在房間外等候，因此

過程之中隨時有問題都可以向我們提出，但除了對競賽提出發問之外，設計過程

不能離開此房間面對面的討論，也請您關掉手機以免在競賽中響起。 

透過了上述的內容，已經向您說明本競賽進行方式，但網際網路模式的討論與數

位手寫版的使用，對您或許很困難也很陌生。所以我們會先進行兩階段的暖身活

動作為練習，熱身活動分為兩階段進行。 
第一階段的熱身時間設定為20分鐘 
第二階段的熱身活動設定為25分鐘 
依據完成的時間來決定。若完成所花費的時間少於45分鐘，可以告知我們熱身完

畢，直接進行實際競賽的部分。 

第一階段兩位將分開的進行，並在各自的數位手寫板中完成。如果您感到任何困

難，請放輕鬆並歡迎隨時向我們提出問題。如果有需要您配合的地方，我們將會

隨時告知或是提醒您，而這也是進行暖身競賽的目的。 

 
 
 
 
 
 
 
 
 
 
 

您有任何問題，請現在發問。 

如果沒有其他問題的話，第一階段競賽即將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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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 

使用筆式輸入操作方式並搭配編輯軟體（Alias Sketch Book Pro 2.0），在數位手

繪板上準備了操作的對應說明，希望對您在操作過程中能有所幫助。我們將對於

下頁中熱身活動一進行示範，在示範結束之後，請根據說明書的圖樣與說明，跟

著示範的動作重新執行一次。 

1. 輔助視窗開啟關閉教學： 

本繪圖軟體主要之輔助視窗，包含繪圖工具視窗與繪圖顏色調整視窗。其開啟與

關閉之開關位於視窗左下方，在基本的繪圖工作進行時將不會把繪圖輔助視窗關

閉，本階段的教學為預防誤觸導致關閉輔助視窗時的即時處理。 

2. 輔助視窗說明： 

我們將會對您說明以下繪圖工具輔助視窗之對應說明表，包含鉛筆、粉彩、圓頭

麥克筆、尖頭麥克筆、鋼珠筆、油漆刷、沾水毛筆共七種顯色性工具、一種手抹

效果工具、硬式軟式兩種橡皮擦、回覆鍵。 

 

即時粗細調整 

  

 

粗細調整 

 

鉛筆 

  

 

粉彩 

 

圓頭麥克筆 

  

 

尖頭麥克筆 

 

鋼珠筆 

  

 

油漆刷 

 

沾水毛筆 

 

 

手抹效果 

 

硬橡皮擦 

 

 

軟橡皮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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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熱身活動一： 

下圖為本競賽內容完成之示範圖例，依序由1至6項目。本熱身活動內容，使用不

同的數位繪圖工具畫出簡單的幾何圖形，並使用上色工具進行編輯，請依照順序

完成每一步驟。在熱身開始之前，我們會進行示範，由1至6的每一步驟，並口述

說明操作方式，若中途中有任何疑問隨時可以提出。 

 

 

 

1. 請在本項目的範圍中使用圓頭麥克筆工具，由上而下繪出三條橫線，其筆觸

寬度分別為40、20、5單位。 

2. 請在本項目的範圍中使用鉛筆工具，繪出筆粗為4.0之任意大小的正方形，在

此正方形中，繪製直徑與長方形邊長相近之圓形，筆粗為0.1。此項目中之長方

形與圓形的形狀約略示意即可。 

3. 本項目為使用七種顯色性繪圖工具中的七種不同的繪圖工具，在範圍中由上

而下繪出三條橫線，順序、顏色、粗細不拘。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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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項目請運用粉彩工具將立體方塊上色，繪製一受光之立方體，模擬光源方

向由遠處至近處。並在三面上使用不同顏色上色，右方使用紅色、左方使用藍色、

上方使用黃色，本項目無嚴格要求繪製成果之美觀程度，重點在於媒材運用之適

應。 

5. 本項目請在可見的黑色區塊範圍中繪製兩正方形，分別運用硬橡皮擦與軟橡

皮擦，橡皮擦使用的方式限定為手繪筆背後之感應式橡皮擦，軟橡皮擦完成之正

方形請保留半透明之效果。 

6. 請使用鋼珠筆繪製出圓柱體，此圓柱體上方為一橫式之橢圓，並使用麥克筆

模擬由右方射入之光線將此圓柱體補上光影。 

在完成上述之六項基本操作後，熱身活動第一階段將告一段落，在此部分對於數

位手繪系統的操作方法上做簡單介紹。 

若您需要再進一步的練習可以提出，我們會給予您主動練習的時間，直到您對於

媒材使用上無疑問後才進行下階段。若對於數位手繪板的輸入沒有其他的問題，

且個人練習已告一段落，基本繪圖操作說明到此告一段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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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 

1. 檔案儲存教學： 

本階段之目的為檔案之儲存與開立新檔案。若討論過程中，您需要將目前的畫面

做備份，您可以儲存檔案並開立一張新檔案，系統會自動將您開立的檔案命名，

因此只需要下達存檔的指令，並於下一次需要使用時開啟。如同平常畫草圖時將

要保留的紙張保存，並更換紙張的動作相同。 

『儲存檔案流程』：視窗左上方之 File  Save As  儲存，並記得已儲存之檔案

名稱，可方便下次開啟更為順利。 

『開啟新檔流程』：視窗左上方之 File  Open  (詢問是否儲存目前之檔案) 
找出已儲存檔  開啟。 

2. 網路連線影像與聲音調校： 

由於本階段熱身活動與之後實際競賽進行，需要透過網際網路的方式進行，因此

必須先對於儀器上針對不同對象的使用進行調整。 

調校視訊以能達到之最高解析度為主：由於我們先予以調整過，因此主要調整內

容為不同受測者不同體型在畫面中呈現之差異，以達到完全進入視訊畫面中為基

本要求，並讓小組成員雙方能自然觀看彼此的表情與動作。 

調整聲音的部份：由於不同人的音量上有所差異，因此調校的目標以可以清楚透

過聲音傳達訊息，並且聲音不會過大造成受測者之不舒適為主。 

3. 熱身活動二： 

此階段中我們將透過網際網路的方式，並結合第一階段中練習的數位媒材進行。

熱身競賽二的目標同時將進行驗收，對於第一階段時對於基本繪圖輸入練習的成

果。網際網路連線後，您可以透過視訊觀看合作對象之擷取影像，並透過麥克風

將聲音傳出，因此競賽中可自然的運用視覺與聲音的傳達進行設計。 

本階段熱身活動的題目為：請兩人合力完成一張圖畫，可以為任意形式的呈現方

式，無論是漫畫或是寫實類型的畫風，主題為壞事做盡的歹徒。請分工合作，雙

方各自完成局部的處理，本階段活動約進行25分鐘。繪圖過程打稿與上色之工具

將不會限制，以能達到效果為主。 

本階段的主要目的在於了解您是否真的對於媒材應用，以及網路溝通與合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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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所了解，因此無須對於繪製的成果有所壓力，只需要儘量的臨摹圖面呈現之

效果。 

4. 競賽流程說明： 

經由兩個暖身競賽後，相信您對於數位手繪系統的操作上，與網際網路為媒介的

互動式合作已經有了基本了解。 

下頁中是本次競賽之設計任務，也是您將要提出的設計提案，如同以往所執行的

設計工作一樣。若是在設計過程中無法找到您所需的資料時，請您當作就像是您

在平日也會找不到某些想要的資訊一樣，繼續解決這個設計題目。 

在競賽過程中，請您不要因為錄影或是錄音而有任何的拘束感。競賽時間為60
分鐘，我們將會在還剩最後10分鐘時提醒您時間即將終止，希望儘可能在時間內

完成設計，最終的設計版本將在最後進行2分鐘的發表，其他過程中喜歡的設計

提案也請存檔，將會列入評分的參考。在這個競賽過程中，希望能不斷的提出不

同的設計提案進行討論，使這個設計問題不只有一個解決方案。 

若是您還有任何問題的話，請您盡可能現在提出。 

現在將開始進行這個設計題目的介紹，在您翻到下一頁，競賽者將對設計主題進

行講解，對於設計主題講解結束之後競賽者將離開此房間，由您單獨在此空間內

透過網路與合作對象開始進行設計，並請在約60分鐘左右完成所有設計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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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主題：叫我起床隨身碟 

設計產品概述： 

如今隨身碟的存在價值，不再僅是一個便於攜帶，儲存數位檔案的小東西。而是

能夠表現個人風格且設計感十足，足以吸引消費者目光與體貼使用者特殊需求的

設計，才能讓隨身碟在目前市場中佔有一席之地。透過材質的運用、獨特的造型、

使用上的特殊性等，加強產品在消費者心中的意向。請針對這項主題，提出至少

一個完整的設計提案。 

 

產品特點與外觀： 

造型新穎，令人眼睛為之一亮。 

特殊鬧鈴按壓設計，或是使用上的即時性及攜帶上的便利性以成基本條件。 

不同材質的運用，讓隨身碟產生不同質感。 

隨身攜帶的特色讓午休或是小器都不怕睡過頭遲到。 

使用上的樂趣或許能讓你身邊的人叫你起床也說不定呢! 

 

功能需求： 

使用中、傳輸成功或失敗提示等基本隨身碟功能。 

外型上可以讓使用者快速瞭解其使用方式。 

便於攜帶，且不易遺失。 

鬧鈴調整與鈴聲顯示的設計。 

 

消費者目標族群： 

喜歡嘗試新鮮並且重視生活品質，認為準時起床事件困難事，希望勇敢表現自己

並強調自我特色的現代年輕族群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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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發表： 

請將最終發表設計提案進行簡單的上色，並請一位設計者對著鏡頭提出約2分鐘

之發表，這些提案我們將會完整送交設計領域專家評鑑進行審查，因此至少要有

一完整的設計呈現。 

 

若是對於競賽進行方式、工具使用上或是設計主題有任何疑問請在此時提出。 

設計競賽到此告一段落。 

十分感謝您的配合，由衷感謝您對於整個過程的配合，再次感謝您的參與，非常

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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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專家評鑑說明書 

在多位設計領域中知名的人士中，我們挑選出了三位在工業設計領域知名的專

家，非常榮幸您願意出席本次評分的工作，並由衷感謝參加本次設計競賽評分的

工作，設計思考研究室將因為您熱心的參與而有豐碩的收穫。 

在以下的評分工作預計進行兩個小時，本設計競賽邀請了長庚大學工業設計系三

年級的同學參與，由同學自願報名參加與分組，每兩位同學為一組，共有十組的

設計團隊報名，進行兩個不同的設計主題，分別為『防身隨身碟』與『叫我起床

隨身碟』，在設計案完成後進行三到五分鐘之設計提案，將在稍後一一播放，煩

請配合各組設計發表與表版的表現進行評分。 

評分的項目包含『設計理念』、『功能層面』、『材質運用』、『情境傳達』、『概念創

意』、『外觀造型』、『設計完整性』七個大項目。根據每一個不同項目，以1～9
分為給分標準，表現極為不佳為1分，表現極為優異為9分。 

 

以下為每一個評分項目的說明： 

『設計理念』：包含對題意的了解與因應題目而訂定之方向。 

『功能層面』：使用性上的發揮，以及實質功用的表現。 

『材質運用』：產品在材質的選用，以及使用、外型上之搭配。 

『情境傳達』：產品實際使用之傳達與表現，使用者與產品互動上詮釋的清晰度。 

『概念創意』：因應題目衍伸的概念表現與創意的發揮。 

『外觀造型』：產品在外型上美感的發揮，與使用性的搭配。 

『設計完整性』：針對此設計案列出之設計條目表現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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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主題一：叫我起床隨身碟 

設計產品概述： 

如今隨身碟的存在價值，不再僅是一個便於攜帶，儲存數位檔案的小東西。而是

能夠表現個人風格且設計感十足，足以吸引消費者目光與體貼使用者特殊需求的

設計，才能讓隨身碟在目前市場中佔有一席之地。透過材質的運用、獨特的造型、

使用上的特殊性等，加強產品在消費者心中的意向。請針對這項主題，提出至少

一個完整的設計提案。 

產品特點與外觀： 

造型新穎，令人眼睛為之一亮。 

特殊鬧鈴按壓設計，或是使用上的即時性及攜帶上的便利性以成基本條件。 

不同材質的運用，讓隨身碟產生不同質感。 

隨身攜帶的特色讓午休或是小憩都不怕睡過頭遲到。 

使用上的樂趣或許能讓你身邊的人叫你起床也說不定呢! 

功能需求： 

使用中、傳輸成功或失敗提示等基本隨身碟功能。 

外型上可以讓使用者快速瞭解其使用方式。 

便於攜帶，且不易遺失。 

鬧鈴調整與鈴聲顯示的設計。 

消費者目標族群： 

喜歡嘗試新鮮並且重視生活品質，認為準時起床事件困難事，希望勇敢表現自己

並強調自我特色的現代年輕族群為主。 

設計發表： 

請將最終發表設計提案進行簡單的上色，並請一位設計者對著鏡頭提出約2分鐘

之發表，這些提案我們將會完整送交設計領域專家評鑑進行審查，因此至少要有

一完整的設計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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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主題二：防身用隨身碟 

設計產品概述： 

如今隨身碟的存在價值，不再僅是一個便於攜帶，儲存數位檔案的小東西。如何

能吸引消費者的目光，不外乎材質的運用、獨特的造型、使用上的特殊性等，在

設計者的巧思之下才能讓隨身碟在市場中佔有一席之地。請針對這項主題，提出

至少1個完整的設計提案。 

 

產品特點與外觀： 

造型新穎，令人眼睛為之一亮 

特殊狀況使用上的即時性及攜帶上的便利性以成基本條件 

不同材質的運用，使得隨身碟產生不同質感 

使用上的特殊形式，讓防身與隨身碟可以契合的結合在一起。 

 

功能需求： 

使用中、傳輸成功或失敗等功能的警示功能 

外型上可以讓使用者快速瞭解使用方式 

便於攜帶不易遺失，且具體達到防身之功效 

消費者目標族群： 

喜歡嘗試新鮮並且重視生活品質，勇敢表現自己並強調自我特色的現代年輕族群

為主 

 

設計發表： 

最後請以麥克筆上色，呈現一張A3尺寸設計案，並請一位設計者對著鏡頭提出

約兩分鐘之發表，這些提案我們將會完整送交設計領域專家評鑑進行審查，因此

至少要有一完整的設計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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老師評分內容： 

設計主題一評分表：防身用隨身碟 

 

請您依每一個評分項目之說明，給予評分：1∼9分 

    組別 

 

項目 

T1 T2 T3 T4 T5 T6 T7 T8 T9 T10

 

設計理念 

 

          

 

功能層面 

 

          

 

材質運用 

 

          

 

情境傳達 

 

          

 

概念創意 

 

          

 

外觀造型 

 

          

 

設計完整性 

 

          

 

TOTAL 

 

 

 

 

 

 

 

 

 

 

 

 

 

 

 

 

 

 

 

 

 

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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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DCOCS編碼原始定義 

 

DCOCS編碼系統將設計意圖劃分為四個層級：感官層

(Physical level)、視覺層 (perceptual level)、機能層 functional 

level)、概念層(conceptual 1evel)。 

感官層定義 

感官層的活動主要有繪圖和書寫動作兩種，如附錄圖4-1所

示。繪圖動作與書寫動作屬於外在具體呈現的行為，只要設計者

有繪圖描寫行為產生，都將繪圖動作進行編碼。 

 

附錄圖4-1  感官層說明 (Suwa et al.,1998) 

視覺層定義 

視覺層(perceptual level)包含有感受(perceive)到視覺特性以

及空間關連的活動。視覺層的內容大多是繪圖元素問的關係感

受，主要有：元素特徵，例如形狀、尺寸等:元素之間的關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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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如相近、交叉等，與空間相關的視覺感知；以及元素之間的比

較，例如相像、對比等，如附錄圖4-2所示。 

 

附錄圖4-2  視覺層說明 (Suwa et al.,1998) 

機能層定義 

機能層包含關於功能意圖時的活動。機能層的活動主要分為

兩種：生理上的考量與心理上的考量。生理上的考量指的是使用

者與產品的生理互動，例如使用流程的議題、使用者可能的功能

需求等。而心理上的考量則是指使用者與產品之問的心理互動，

例如愉快、吸引人等，如附錄圖4-3所示。 

 

附錄圖4-3  機能層說明 (Suwa et al.,1998) 

以單人的口語資料來說，視覺屬性或是空間特徵會伴隨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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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類的訊息，例如當我們看到一個圓形的物體，或許會聯想到

『柔軟』，柔軟的感覺被附加在圓形物體的造形上，圖形具有某

種意義，這時候我們將其認知層級編為機能層。 

概念層定義 

概念層包含抽象、概念化的思考過程，包含設計原則和問題

解決的過程。可將概念層的活動分為三類，第一類評估美感活動

(E-action)，內容為美感有關的評估，來自於主觀的判定，如美、

醜等；第二類目標符合活動(G-action)，內容為與目標設定相關的

活動，通常與設計需求相符。第三類知識連結活動(K-action)，內

容與設計知識或是以往的設計經驗相關，用以解決問題或達到設

計目標，如附錄圖4-4所示。 

 

附錄圖4-4  概念層說明 (Suwa et al.,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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