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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做這個研究，源自對自己工作的好奇，研
究方法則是跟一群有創意的人「碰撞」。
這群人包括了資深學者、廣告專家、電影
導演、出版業者和作家等等。我的角色，
是從自己的教學經驗出發，提出問題、與
人互動、引發討論以及做成紀錄。「碰撞」
出來的結果有兩個：第一，我們不該用傳
統的觀點框架創意教育；創意或許很難
「傳」、「授」、「解」，但是可以經由
「體驗」導出。第二，我們應該用創新的
觀點引發創意體驗，「創造力教室」和「創
造力老師」是兩個思考的起點。我的研究
目的是尋找各種可以用以起動創意體驗的
元素。在我的想像裡，這些元素不是答案，
而是問題；不是用來驗證的，而是用來實
踐並據此繼續演繹的。

關鍵詞：創意、教育、創意體驗、創造力
教室、創造力老師

Keywords: Creativity, Education, Creative 
Experience, Classroom, 
Instructor

二、緣由與目的
只要提起我在廣告系教創意，對方總是

半信半疑地看著我，意思是「創意真的可
以教嗎？」被人問煩了，我就拿這個問題
去煩別人。

瘦瘦的廣告人杜致成在演講現場嚴肅
地回答：「很難。創作能力的養成，不是
一個有系統的學習過程。」另外一天，壯
壯的電影導演張作驥在相同的場地遇見相
同的問題，他的說法既逃避、又傳神，他

說：「我很怕座談，就是因為問題太難。
我不擅長分析，也不會歸納。我只是想拍
戲，拍身邊的故事罷了。」隔了一陣子，
噸位等同於前面兩位總和的廣告影片導演
David 龔也發表了他的看法，他覺得會教書
的人不一定懂創意，懂創意的人不一定會
教書，因為「創意是慢慢摸出來的，不知
不覺就會了，但從未被明白分析過。有創
意的人，自己通常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
反正已經是一種習慣，一種不自覺的、勇
於對抗習慣的習慣。」

在中原大學教廣告文案的李欣頻乾脆
直接批評當下的教育，她說：「普魯斯特
說，真正的發現之旅不在於找尋新天地，
而是擁有新眼光。我百分之百認為創意是
可以後天養成的，因為每個孩子出生時，
看世界的眼光都很有趣、都獨特，是僵化
的教育讓他們變成找標準答案的高分機
器。」Weisberg (1999 )的文獻回顧呼應
了李欣頻的觀點，提到許多研究都顯示知
識與創意的關係呈現倒 U字形，也就是說，
基本的知識足以起動我們的創造力，但過
多的知識反而會壓抑創造力。Simonton 
(1984, 1995)更是把砲火對準了高等教
育，認為過多的教育是無益的，要有創意，
中等的教育水平就綽綽有餘。

兜了一大圈，我終於有所領悟。我的領
悟是，當我們面對「創意能不能教」這個
問題時，總是習慣性地把心思放在「創意
是什麼」上，但是除了「創意是什麼」，
「教育是什麼」也是問題的關鍵。我想說
的是，如果我們老是用刻板印象裡的「教」
去理解「教創意」的話，不僅委屈了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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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也誤會了教育。

三、結果與討論
1. 教育是什麼？

從形式來看，一提到教育，很容易就聯
想到學校與上課。以我在學校裡開的課為
例，這種一年分為兩學期、一學期見面十
五次、每次為時三小時的設計，還是離不
開漸進式的、按部就班的教學邏輯，堪稱
方便、實際、有效率，但是與理想的創意
課還有一段距離。

任何一門以應用為導向的學問大抵都
包含了陳述性知識與程序性知識（鍾蔚
文、臧國仁、陳百齡，1996），Amabile, 
Csikszentmihalyi, Gardner 這些學者一
再強調創造力是一種依附於情境、與情境
高度互動的知識，學習者往往得在情境中
不斷地嘗試錯誤始能完成，換言之，作為
一種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創造力的本
質似乎比較靠近程序性知識一些，對於創
造力的養成而言，從實作或應用中鍛鍊執
行知識的能力要比記得或理解一百條創作
理念更具價值，然而，透過制式、規律、
欠缺彈性的「開一門課」來實踐這種知易
行難的、程序性的學問並不容易。鍾蔚文、
臧國仁、陳百齡（1996）用了一個非常漂
亮 跟 精 準 的 字 眼 「 即 興 演 出
（improvisation）」來勾勒一堂理想中「做
中學」的課，他們也承認「行動的知識在
學校的環境中似難以完全傳授。」但是，
適用於一般陳述性知識的教學方式並不等
同於「教育」，頂多只能說這是一種能見
度比較高、因而時常被誤會為「這就是教
育吧」的一種教育形式而已。

再從內容來看，創意推崇的感性直觀
也和教育訓練標榜的理性思維大相逕庭。
如果說後者是「腦」的鍛鍊，前者就是「心」
的體驗。

榮格（Carl G. Jung）提出四種「心
靈（psyche）」的功能，其中思維（根據
分析和邏輯規律來做決定）和感情（根據
個人的價值觀來評斷事物）是理性的，直
覺（以個人的無意識經驗或認識作為行為
基礎）和感覺（經由對於世界和自身的實
際感知處理事務）是感性的（Hopcke, 

1997）。繼佛洛依德之後，榮格的研究顛
覆了近代心理學，為超越理性的直覺與感
覺掙得一席之地，同時也點出了這些非理
性元素與創造力之間的共生關係。在《創
造的勇氣》裡，羅洛‧梅（Rollo May）以
藝術為例，說明這個共生關係的爆發力：
「藝術家不以知性討論問題，但問題卻直
抵觀眾的心。」

我說張作驥的回答既逃避、又精準，
意思是，如果用理性來分析他的話，只能
理解他不願意或者不能夠處理我的大「災」
問，但當我用心去體會，他的話其實直逼
我心底創作的熱情，並且隱約地給了我一
些書寫創造力的線索。再說清楚一點，我
認為在場每個聽眾都理解張作驥說的「我
不擅長分析，也不會歸納」，卻不見得像
我那樣自以為聽出了某些弦外之音，因為
理解的能力是多數人共有的、也極容易達
成共識的，心的體會則因人、因地、因事、
因時而異。正因心靈經驗是主觀、神秘、
缺少規則的，人類文明始終重理性、輕感
性，學校、機構、企業也不例外，經過仔
細地評估和比較，教理性有方法、有目標、
具體得多，而教感性則太抽象、太發散、
難以預測效果，所以大家都把教育訓練的
重心放在建立共識、而非開發個體的差異
上。

然而，即便現實如此，並不妨礙我們
辯證與想望。

「教育」這個字源自拉丁文，意思是
「導出」。對我而言，「導出」彌補了「傳
道、授業、解惑」無法滿足我的那個部
分——我認為完整的教育，除了要讓學生
具備處世與謀生的能力，也要讓學生依據
個別的本性釋出不同的能量、展現不同的
質地、走向不同的人生。就像隱居深山多
年的 Tenzin Palmo 在《雪洞》裡寫道：「現
代教育把重點都放在頭腦，使我們與自己
的心斷絕了。當一個人能夠學習從自己的
心而不從自己的腦活著，無論做什麼事
情，都是自發的、恰當的。」過去的教育
偏理性廢感情、重輸入輕導出，久了，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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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會出問題，所以《Teaching，希望工程
的藝術》的作者（兩位皆是資深教授）
Banner 與 Cannon 一再地提醒我們，學院派
的專業知識與訓練固然重要，但並不是教
育的全貌，「多數教學者都忘記，教學是
具創意性的行為，是一門藝術。」無獨有
偶，鍾蔚文、臧國仁與陳百齡也在《傳播
教育應該教些什麼？——幾個極端的想
法》裡提出非常有創見的看法：「過去傳
統傳播教育過於偏重『陳述性』的專業知
識，使得傳播教育無法滿足或反應大學殿
堂之學術要求。未來應以傳播領域中的『程
序性知識』與『情境知識』為教育核心，
提供問題導向與資訊處理的知識。訓練學
生瞭解情境，並在模擬經驗中學習自我反
省。」

Banner 與 Cannon 說教育絕不該只是
「一年兩學期、一學期十五次、每次三小
時」這樣機械呆板地週而復始，Tenzin 
Palmo 說心應該教、也可以學，鍾蔚文、臧
國仁、陳百齡則乾脆提出了具體的作法，
讓教心的老師有路可循。所以，我們真的
是誤會教育了。

但是，既然誤會，我又覺得不妨誤會
到底，意思是，與其花力氣為教育平反，
不如乾脆換個方式來稱呼創意教育，這麼
做不但可以跟傳統印象裡的教育有所區
隔，用心一點，也許還更貼近創造力的本
質。心念一動，「創意體驗（creative 
experience）」就從腦袋深處一堆乏人問
津的名詞裡跑了出來。

有了名稱以後，你還需要什麼？教室
和老師。

2. 牆壁是用來推倒的——創造力教室
2001 年夏天，美國麥肯（McCANN）廣

告公司總部的創意顧問 Dr. Bukoff 來台為
麥肯員工上了兩天課，課名叫做「創意有
氧（Creative Aerobics）」。教室沒什麼
特色，就是一般飯店的會議室，但教室裡
的布置卻有點特別，八個人圍著一張方
桌，桌上堆滿了玩具，有積木、跳跳球、
小丑鼻、漫畫書、彈珠、彈弓、卡通手套、
螢光眼鏡、萬聖節面具、會發出怪聲的玩
偶…。我趁午休去找 Dr. Bukoff 聊天，一

坐下來手就犯賤，忍不住摸摸這個、捏捏
那個。我問他這些玩具是哪一堂課要用
的，他說：「這些都是我歷年來精心收集
的小玩意兒，跟今天課的內容一點關係也
沒有，放在這裡，只是讓大家順手玩玩。」
我瞪大了眼睛，開始結巴，但雙手還是不
聽使喚地擠著一顆彩色橡膠球：「可是…
光是運費就要花不少錢呢！」他笑著說，
「那你就換個角度想，這些玩具今天非在
這裡不可，因為氣氛是創意課最重要的環
節。」

Mihaly Csiksentmihalyi 在《創造力
（Creativity）》這本書裡用了整整一章
解釋「創造性的環境」。他說儘管米開朗
基羅蜷曲在教堂天花板的鷹架上作畫、居
禮被困在寒冷簡陋的實驗室裡發明，但是
「山間的空氣，杜鵑的香味，老教堂在碧
綠湖畔的投影，必定對創造美麗的圖畫、
炫麗的音樂和深邃的思想有幫助。」因為
「即便是最抽象的心靈也會受到周遭環境
的影響」，一個有創意的環境，能夠呼應
創作者思考與行動的節奏，讓他們「在自
在的環境裡，忘卻世間一切，專心尋找靈
感。」

然而，我們對於自身所處的環境並不
敏銳。舉個例子來說，我在政大傳播學院
三樓的視聽教室上過無數次課，直到某次
學生做報告，把敦南誠品地下兩層的空間
配置透過數位相機搬進教室，讓全班一起
比對，我才看出這個每個禮拜上創意課的
地方是一間「燈光慘白、動線有障礙、配
色不協調、空調忽冷忽熱」的，並不特別
令人覺得放鬆、自在和舒服的教室。於是
我和同學一起動腦筋，想出幾個點子改善
教室環境，初步的規劃是在上課前或者休
息時間放點音樂，還有，除非天氣太惡劣，
盡量拉開教室右側和後方的窗簾，讓風吹
進來，也讓自然光取代日光燈。

在學校裡教創造力，硬體環境能夠改
善的幅度非常有限，而軟體環境的問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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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更大。在一篇訪問稿裡，獲得無數大獎
的攝影師杜可風說：「學院的訓練與真實
的人生脫節，我寧可從自己跟別人的生活
開始學習。」在中原大學開創意課的李欣
頻反省到學校教育的方式太制式、欠缺彈
性、沒有個性。在世新兼廣告文案課的曹
豫彬老師也有同感，點出了一個矛盾：「我
覺得所有機構裡面，就屬學校最保守，可
是學校偏偏卻是培養先進人才的地方。」

有矛盾，就有轉機。我們不能期待學
生像契克森米哈賴訪問的著名創意人士那
樣具備足夠的物質或能力基礎「根據個人
需要，量身定做一個感受舒適自如的工作
環境」，我們必須主動找出限制、釐清問
題，盡量為學生打造一個理想的創造力教
室。

第一，理想的創造力教室，應該是刻意打破
成規、違反傳統的。

Edward de Bono有句名言：「創意是
不自然的，是一種刻意違反正常的行為。」
這句話不但可以用來定義創意，也應該用
來打造一間理想的創造力教室。我的意思
是，為了誘發創造力，讓學生感受到不同
的上課氣氛，教室的設計就必須打破成
規、違反傳統。這裡的「教室設計」有兩
層意涵，第一層比較具體，指的是時間、
地點、燈光、擺設、動線這些上課的形式，
我稱之為「形式革命」；另外一層比較抽
象，是老師腦袋裡對這堂課的想法，我認
為只要想法鬆動，一點點不同就能成就一
堂好品質的創意課，所以我稱之為「腦內
革命」。

相較於形式革命，腦內革命比較簡
單、可行，所以就更重要了。獲獎無數的
廣告影片導演 David 龔始終念念不忘他在
美國加州 Art Center的代課老師 Michael 
Partridge，原因是「Art Center 有自己的
上課方式，每個老師的課都一模一樣，要
我們做作業，然後在課堂裡拿出來讓大家

評估。可是 Michael Partridge 不同，他
在課堂裡講了很多話，講工業革命、講共
產主義、講廣告的社會責任、講包浩斯的
美術史學觀點。還有一次，他因為在學校
裡抽大麻而被校長約談。」

廣告科班出身、且擁有豐富實務背景
的李欣頻跟 Michael Partridge 一樣，對
於怎麼上課有不同的想法。雖然課名叫做
「廣告文案寫作」，但是李欣頻說：「其
實我並沒有用廣告文案課的角度在上
課。……學校裡已經有很多老師在教理
論、教技術，我覺得我的當務之急，就是
以自己過去十年的跌撞與建構的經驗，幫
這些學生早點找到自體自養的途徑，否則
出社會會很糟糕的，他們一定會遇到很多
挫敗。」

第二，理想的創造力教室，應該是好玩的、
輕鬆的。

時間是 2001 年九月十一號剛過中午，
地點是翡翠灣福華飯店的會議室。某位雜
誌記者正在訪問來台灣教創意的 Dr. 
Bukoff，我則坐在一旁偷聽他們說話。
問：上午的課很好玩，但會不會玩得太瘋了？

答：我從來不擔心玩得過頭，我只擔心玩得不夠，

大家不夠放鬆。

問：可是後來離原來的命題越來越遠，怎麼辦呢？

答：脫軌本來就是練習的目的。不脫軌，怎麼找得

到意料外的答案呢？

問：那，誰來負責收尾呢？

答：這個社會有太多人會收尾，只有很少人會創造。

問：但是創意的練習真的有效嗎？

答：我沒有想過這個實用性的問題，我也提不出科

學數據來證明。

這段問答說明了這個社會對於創意是
什麼不太清楚、也欠缺想像力，我們總還
是用傳統觀念裡的「實不實用」和「有沒
有效」來評斷創造力。更精確一點地說，
富有創造力的想法或活動會使我們本能地
覺得不安，因為那和社會化過程所教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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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是衝突的，比方說，太好玩、太輕鬆、
太發散都會讓我們覺得不自在，不像個「大
人」應有的樣子。

為什麼創意課要對抗社會化、非強調
好玩不可呢？黛安‧艾克曼（Diane 
Ackerman）在《心靈深戲（Deep Play）》
裡寫道：「對人類而言，遊戲是脫離日常
生活的避難所，是心靈的殿堂，讓人免於
人生的種種習慣、規律和裁判。…遊戲超
脫日常生活之外，包含了變幻無常、幻覺、
假裝或綺想，容許人冒險或探索新的角
色。」佛洛伊德也認為遊戲是一種投射，
「讓我們把不良的動機和感受歸於他人，
重新掌控衝突和鬥爭，讓幻想和慾望獲得
滿足。」追根究底，遊戲是一種刻意的、
被允許的逃避，在逃避的過程裡，我們躲
開了認知、情緒和文化製造出來的路障，
暫時回到孩童般的天真、單純和自我中
心，不知不覺地釋放了平時甘於被約束的
心靈，容許所有唐突怪異的想法自由地浮
現。榮格曾說新事物的創造並非由智力所
成就，而是來自於人內心必要的遊戲本
能。遊戲是卸下面具的首站，所以也是創
造力的溫床。

回到我們的教學環境，吳靜吉說：「要
提升創意教學的品質，老師們就應該在課
堂中塑造一種遊戲、幽默的氣氛，讓學生
可以充分地發揮玩性。」李欣頻就是一個
好例子，她說：「我心中最理想的上課方
式是，班上只有 20 個人，每個人設計自己
的創意遊戲，用手機、用 PDA、用簡訊、用
網路、用電玩、用 ICQ 都行，然後我們在
課堂上用遊戲來學溝通、學歸納、學推理、
學衍繹、學表達…。」在這樣一個 DIY 的
遊戲場景裡，樣樣都由學生自己來，那麼，
老師的角色是什麼呢？李欣頻笑笑，說「我
們做老師的只能陪著玩。」

第三，理想的創造力教室，應該是提供
外部動機和誘發內部動機的。

有一次聽政大副校長司徒達賢演講，
他說「上課就應該用來做回家不能做的
事。」我把創意攤在工作檯上，仔細檢查
哪些部分可以在家裡做？哪些是回家做不
來的？分析了半天，發現創意理論可以自
己閱讀，創意方法可以自己練習，創意湧
現的經驗…恐怕也非靠自己體會不可，但
是有個關鍵例外。這個關鍵因為難以覺察
以致於也難以自給自足，那就是——創造
的動機。

多年以前，我就在 Amabile（1988）的
論文裡讀過動機的重要。Amabile 訪談了
120 位負責企業研發的科學家，其中 40％
提到動機是創造的重要動力，在整理出來
的十項關鍵因素裡排名第二，僅次於人格
特質的 41％。不過，讀完這篇論文，就像
讀完任何一篇論文那樣，我可以理解，但
是沒什麼感覺。

讓我有感覺的，是一門大學部的選修
課「音樂概論」。我自己非常喜歡這堂課，
因這堂課的學習氣氛很特別，學生不僅投
入、充滿了動能，而且投入的原因不是分
數，而是那場既可以表現自己、又可以分
享他人創意的音樂晚會。黛安‧艾克曼的
話正好用以解釋我的觀察心得：「當我們
出於自由意志，自己選擇參加遊戲的時
候，就是創造力迸發的時候。」就這樣，
我體會到動機之於創造力的價值，不僅如
此，我還驚喜地發現，如果學生具備了足
夠的動機，他們甚至會自己想辦法克服知
識或工具的不足。

於是我回頭再讀一遍 Amabile 的文章
「A Model of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in Organizations」，發現她早就說過這
件事，而且說得真好。她說：

從某些角度來看，動機可能是創造力最重
要的成分。如果欠缺動機，儘管具備充裕
的專業知識和熟練的思考技術，一個人還
是難以創作，可是當情況反過來，就不一
定如此了——在某些狀況下，足夠的動機
甚至可以彌補專業知識或思考技術的不
足。動機點出了一個人「可以做什麼（can 
do）」和「願意做什麼（will do）」的不
同。「可以做什麼」靠的是專業知識和思
考技術，但是動機才是讓專業知識和思考



6

技術為創造力服務的關鍵。

Amabile 認為動機有兩種元素：第一個
是個人喜不喜歡某件工作的基本態度，簡
稱 為 「 內 部 動 機 （ intrinsic 
motivation）」。這個動機比較主觀——
如果喜歡，就會自我激勵，覺得充滿動力，
渴望解決問題，願意付出、也認為自己的
所作所為是重要的；相反地，如果不喜歡，
就會自我設限，覺得動力不足，態度消極，
乃至於妥協、懶散。第二個元素則是個人
對自己為什麼要在指定情境裡工作的認
知，簡單地說，正面的環境會鼓勵個人把
心力集中在工作本身、為了自己而工作，
負面的環境則讓人偏離了方向，變成為了
金錢、為了名聲、為了他人設定的目標而
工作，於是比較、猜疑和嫉妒的心情會不
斷出現，分散了工作的重心，也打壓了創
造力。因為這個元素和環境的文化大大有
關，所以 Amabile 把它叫做外部動機
「（extrinsic motivation）」。

根據我的觀察，創造力會被內部動機牽
動，也會被外部動機誘導，所以我在自己
的課裡會刻意地營造外部動機。拿音樂概
論來說，一開學我就強調只要交作業、人
人都會得高分，因為這是一堂自我實現的
課，不是一堂跟同學比較、競爭的課。此
外，我也設法模糊教室和生活的界線，帶
學生去 Alive 看果陀的歌舞劇、去新舞台
聽 Uri Crian 和雷光夏的爵士樂，還把 T
恤破個大洞的、手錶用橡皮筋綁住的、每
十分鐘就得出去抽根煙的音樂人抓來講
課，讓教室的氣氛變得隨便、輕鬆，到後
來，做作業漸漸地變成一個遊戲，即便還
是有時間的壓力和品質的壓力，但目的已
經不是討好老師、而是取悅自己了。

3. 不用拳頭也能革命——創造力老師
「人，始終是創造力研究傾心的主

題。」Mayer (1999)在一篇回顧五十年來
創意研究的文章裡如是說。這些針對人的
創意研究多半集中在兩個次領域裡：一個
是創意人的人格特徵，另外一個是個體之
間創造力的差異。儘管 Nickerson (1999)
為文歸納如何提升創造力時曾經輕描淡寫

地帶過：「要達成這些目標，教室裡的老
師實在是太重要了」，而契克森米哈賴
（Csiksentmihalyi）在訪談資料裡也發現
「學校往往摧毀了學生的興趣與好奇心，
但是個別的老師則可能喚醒、支撐和引導
了學生…」創造力老師卻從來不是創意研
究特別感興趣的題目。

於是我開始讀書、做筆記，除了整理
自己和別人的想法，還訪問了幾個有意思
的創造力老師。我把書、文獻、筆記和訪
問稿零零散散地丟在書房裡的地板上，每
隔一陣子，就蹲下來看看它們之間有沒有
什麼關連，漸漸地，創造力老師的特質就
就像魔島一樣一座一座地從紙堆裡浮現出
來。

破格
我很喜歡「破格」這兩個字，代表懂

得規矩、但是不一定理會規矩，瞭解框架、
然後順著框架向外延伸。在《英雄的旅程》
裡，菲爾‧科西諾（Phil Cousineau）就
曾經讚美坎伯是個「破格的學者、老師與
作家。」在他眼中，坎伯的道路是一條「依
循著直覺，在傳統學術殿堂之外另闢蹊
徑，沿著自己理念走出來的『道（Tao）』」。

教學工作往往得向「最嚴苛與約定俗
成的定義挑戰」（Banner and Cannon, 
2001），創造力老師，尤其應該具備「破
格」的氣魄、思想與行為。李欣頻第一次
教書，就擅做主張、把內容換掉，因為她
認為「還有比寫文案重要得多的事情要
教。」吳靜吉年輕時想法很顛覆，除了教
書，還把自己的家開放給所有的學生，「學
生常常會來我這邊聊到很晚…因為家裡有
很多的書、很多的雜誌，他們自然就會在
那邊看、互相討論，形成一種輕鬆、愉快、
富有創造力的氣氛。」David 龔暫時放下廣
告導演的身份，租了一間教室開始開班授
課，這件事讓許多廣告人跌破眼鏡，瞭解
行情的人都問他：「教書能賺幾個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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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這不是錢的問題，是我是誰和我
想做什麼的問題……我一直以為我的老師
Michael Partridge 啟發了我的廣告天
分，但是我錯了，其實他激勵我成為一個
老師，一個教廣告創意的老師。」

然而，跟多數的藝術家一樣，在打破
傳統之前，創造力老師必須先花功夫學習
和熟悉傳統是什麼，所以吳靜吉才會說：
「創造力老師應該是好學的。」好學指的
不只是讀書，也包括對自己、對別人或者
對世界的觀察。「每個人觀察的素材都不
同，可以是書本、表演，也可以是與人相
處的經驗」吳靜吉說，「儘管每個人不一
樣，但是他一定對所教的東西有很深刻的
領悟，所以他所觀察到的可以不斷地融入
他的表演或教學當中。」

MOJO
嚴格說起來，MOJO 才是電影《王牌大

賤諜》的主角。男主角不能沒有它，否則
就失去了男人味，女配角也不能沒有它，
因為男主角不能沒有它，為了爭奪 MOJO，
每個人跟每個人扭打成一團…然而MOJO究
竟是什麼？不要說看戲的人，我想連演戲
的人和編戲的人也沒搞清楚過，不過，這
可一點也不妨礙 MOJO 的魅力和光熱。

探索是吳靜吉的 MOJO。在美國唸書的
時候，他盡量把錢省下來看表演，「一場
瑪莎葛蘭姆的舞蹈剛好是我一個月的生活
費這麼貴，但是我就是會做這種事。」吳
老師也熱愛旅行，「我要回台灣之前，想
說做了教授就不可能再東奔西跑，所以我
打定主意要到處旅行，跑到紐約、又跑到
歐洲去。」讀書和教書也是探索，「我常
常在講，讀書的人要懂得作者在說什麼？
為什麼這麼說？這種回推的過程很有趣。
不過，如果不是因為教書，也沒有機會跟
別人分享這些心得。」吳老師說探索是因
為好奇，「探索別人、探索自己、探索這
個世界，對我來講是一件很快樂的事情。」

「當 Michael Partridge 走進教室，

全班八個同學都傻眼了。他穿了兩隻顏色
不同的鞋子，襯衫裡面還塞著另外一件襯
衫。後來他帶我們去 pub 上課，才知道 32
歲的他交了一個 16 歲的女朋友。所以…」
David 龔篤定地跟我說：「叛逆的人，才能
鼓舞別人。安定的人是沒有光芒的。」他
這麼說，我可一點也不意外，因為我認為
David 龔的 MOJO 就是從頭到腳的不安定。
他十幾歲去美國，在加州晃了幾年，好不
容易在 Art Center遇見 Michael 
Partridge，得到到一點工作的方向，之後
的十多年，又在美國、英國和台灣的廣告
公司之間繞來繞去。我認識 David 是在
1998 年時報廣告金像獎的評審會議上，那
年的主審詹宏志先生特別在開場白裡提到
「David 龔現象」，讓我忍不住多看幾眼這
個長得像極了高中歷史課本裡唐太宗模樣
的胖胖男子，果然，自從他回國就年年得
廣告獎，然而，正當我把好不容易得手的
他的手機號碼放進電話簿「廣告導演」欄
的時候，他卻發了一封傳真給我，說他要
當老師了。

史坦能在《內在革命》裡寫道「興趣
是創作的動力」，儘管每個人的 MOJO 不同，
但只要有 MOJO 就會有熱情。吳靜吉曾經說
過「教創造力，第一個要件就是熱情，他
對他所教的東西一定是充滿熱情的，否則
學生很難感受到他所要傳達的事情究竟有
什麼價值。」

ACAP (as creative as possible)
契克森米哈賴和他的學生為了《創造

力》這本書訪問了 91 個人，選擇的標準很
嚴苛，除了必須被不同的學門領域推舉為
有創意之外，還得年滿六十且仍然活躍。
作者把 91 位受訪者大致分為藝術人文、商
業政治和科學等三類。藝術人文類訪問了
四位史學家、五位媒體人員、六位音樂家、
三位哲學家、四位詩人、八位建築師和八
位作家，卻沒有一位老師，難道說，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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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沒有創意嗎？但仔細看似乎又非如此，
翻開 91 位受訪者的簡歷，每個人的來頭都
不小，很少只有單一職稱的，而其中 38 位
的第二或第三順位職稱就是教師或教授。

吳靜吉用自己的話詮釋「實證」之於
創造力老師的重要：「教創造力的老師本
身一定要對創意有所體驗。好老師不只教
創意的知識，更要與學生分享自己對創意
的體驗，讓他們知道創意是什麼。」有趣
的是，創造力老師往往也是因為己身某種
特殊的創意體驗，才決定走上創意教育之
路的。

「真正接觸創造力這個領域是一個意
外，當時去明尼蘇達讀書，根本不知道有
人在那邊教創造力、做創造力研究，所以
人生有時候很好玩。」吳靜吉如是說：「初
初接觸到創造力的時候，我突然發現…
ㄟ…這不就是我所追求的？那種感覺，就
是突然覺得我的血液裡的某一部份的東西
噴出來噴在空氣中。」我沒有追問他現在
還有沒有那種感覺，從他神彩飛揚的眼睛
裡誰都可以看見答案。

起動李欣頻教書意願的創意體驗更特
別。她有一個念念不忘的高中導師，「她
在我高中逃家逃學厭世叛逆期給我絕對的
包容與信心，讓我照自己意思寫作業、自
己決定要不要上課。」2002 年初，這位老
師過世，帶給李欣頻很大的打擊，她說「當
時我正在看《最後十四堂星期二的課》，
非常後悔沒在老師有生之年好好了解老師
的人生智慧。在老師公祭後，我決定從自
己的課開始講，講人生，講智慧，我不要
等到自己老病垂矣才通知學生來聽。雖然
我閱歷還不夠，但學生可以和我一起學
習，讓我們一起改變…所以我就在我星期
二下午的課，用《最後十四堂星期二的課》
的態度在上課。」

也許是為了挑戰成見、也許是為了安
慰自己，我相信「as creative as possible」
對創造力老師來說至少有有好幾種意義，

一個是盡情地體驗創意，一個是盡量用有
創意的方式設計創意教育，一個是用「容
忍異己、接納新事物、並願意嘗試新經驗
的態度」來解讀來自四面八方的質疑…創
造力老師是一份困難的工作，不過，也是
一種痛快的人生。

太陽馬戲團
第一次看太陽馬戲團的演出，就完全

被他們混和了音樂、舞蹈、戲劇、文學的
創作方式深深打動。在《繽紛嘉年華》這
部特別為電視製作的影集裡，幕還未掀
起，銀幕上就打出幾行字：「如果沒有嘴，
就用唱的；如果沒有腿，就用跑的；如果
沒有夢，就發明一個。」

坎伯在《英雄的旅程》裡寫道：「藝
術家最大的挑戰，就是讓作品走出自己，
跟讀者之間沒有距離。真正動人的傑作，
是那種會讓觀賞者有一種『我就是它』的
感覺——作品固然是對著我說話，但它要
說的話，就是我要說的話。」為了成就一
場表演，幾百個人的太陽馬戲團可以做到
的，單兵單將的創造力老師也必須做到。

「一堂創意課就是一場表演，」吳靜
吉說：「表演有幾種不同的方式：一個是
以他個人為舞台的主角；還有一種表演是
他跟學生的互動；或者，他可以讓整個都
由學生擔綱演出，他來做導演的那個角
色。重要的是，他一定要非常享受這整個
演出過程。」或許，難就難在「享受」這
兩個字。

要享受演出，就必須是一個夠專業、
有技巧、懂得引起共鳴的老師。吳靜吉曾
經帶一群校長討論創造力，他要大家都站
起來，因為「一坐下來們就開始打瞌睡、
很難思考。」還有一次，吳老師在科管所
教創造思考，乾脆帶著全班上山去看優劇
場的演出，「那天又下雨、還要爬山，大
概有三分之二的學生來了，很多人是第一
次到那邊去，第一次看到一個完全在戶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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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演，在雨濛濛的情況下聽鼓聲，讓很
多人都覺得感動。」

要當一個像太陽馬戲團那麼精彩的創
造力老師，除了靠經驗累積，吳靜吉還提
提供了兩個自學方案：第一個是對人的敏
感度要高，「就像表演者一樣，當觀眾不
喜歡或不入戲的時候，他一定要有所感
覺，如果缺乏對人的敏感以及對情境的掌
握，就會變成自己一個人在台上唱獨腳
戲。」第二個是充分的準備，「有些人的
準備方法是做筆記，也有一些人的臨場反
應特佳，但那是因為過去吸收的知識已經
內化成為自動化的機制，一站起來就滔滔
不絕。」

Know thyself
自我是生命的中心，坎伯說：「不管

你去哪裡，都要先找出中心的所在。」因
為愛、智慧、熱情和勇氣都由此而來。察
覺自我使人安心，接納自我讓人自在，探
索自我則讓人反過來勇於探索世界。就像
台大哲學系教授傅佩榮在《創造的勇氣》
譯序裡寫下的：「我們所要創造或開創的
未來，首先就是我們的自我。」

儘管自我那麼基本、那麼重要，
《Teaching，希望工程的藝術》卻指出「教
學者有別於一般藝術家之處，在於在他們
追求理想的過程中，鮮少有機會思維自身
與認知自我。」書裡沒有明確地說為什麼
會這樣，我只能自己揣想或許跟環境（更
精確地說，是領域 field）的氛圍有關吧。
在藝術領域裡，輿論或藝評人不僅鼓勵創
作者認識自我、挑戰自我，自我根本就是
最常見的創作主題，但是在教育領域裡，
評鑑工作表現的標準通常跟知識和技巧有
關、與生命的本質無涉。回想起來，剛開
始教書的時候，我滿腦子想的都是如何符
合學校和社會對於一堂「廣告課」的期望，
我是誰、學生又是誰並不重要，而在我教
書十四年的過程裡，跟同事談到自我這個

話題的次數確實也寥寥可數。
雖然欠缺結構性的支持，有創見的老

師還是可以憑藉智慧或勇氣從自我出發思
考教育的意義，坎伯就是一個好例子。他
的第一份教職在女校，當時他清楚地自覺
「身為男性，我對神話的研究，自然會比
較偏重一些男性感興趣的觀點。但在教書
的時候，我得盡量配合學生的興趣，找出
她們興趣之所在。」不僅如此，坎伯還大
膽地認為當知識與自我無關，也就失去了
意義，他說：「這些材料（指神話）對生
命有什麼意義？這些材料對我有什麼意
義？我不在乎一個神話為什麼出現在那
裡、而不是這裡的學術性問題。我只想知
道，他對我的意義何在。」

自我的確值得做老師的花點力氣玩
味，《Teaching，希望工程的藝術》如是
說：「教學的成功因素其實是我們與生俱
有的──即使我們自己認不出來，或未曾
努力開發它們。自我是人性的基本元素…
我們必須從自身開發，認識它、發展它，
並且應用它。為了利益學生，我們可以熟
悉學科、精研教學之術，但不能不了解自
內而發的特質，根本與學科或教學方法無
關。這些特質並非經由學習產生，而是被
我們策發的，經由這些特質的研展，眾生
因而獲益。」

看的方法
創造力老師要懂得看學生。
David 龔心裡有一個放了二十年的疑

問。當年他插畫畫得不好，老師建議他「不
妨試試看廣告。」修了幾堂廣告課，表現
也不出色，所以當 Michael Partridge 稱
讚他的作品時，他簡直不敢置信。回想起
來，「那些廣告習作一點也不好，但為什
麼 Michael Partridge 不批評我呢？」現
在他當起老師，對於當年的疑問有了自己
的解答，「老師不批評我，是因為他想鼓
勵我。他故意選擇不看定位、USP 這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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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而去看我敢拼、敢挑戰、敢不一樣、
敢拒絕傳統的特質。」

吳靜吉也是一個會看人，或者說，擅
用同理心激發創意的老師。對他來講，教
書跟帶劇團沒什麼不同，「我不會跟我的
演員、跟我的編導形成競爭的關係，即使
我有很多好的創意，我總是試著透過對話
和討論把這個創意變成他們的創意，而且
最好不要有太多痕跡，免得他們會覺得這
個老師給我太大的壓力。」

看是一種藝術，被看更是。為了怕讓
學生或者自己失望，老師常常掉進「我必
須是完美典範」的夢魘裡。《Teaching，
希望工程的藝術》提醒老師應該克服被看
的疑懼、忠於自己的本心，因為「沒有一
個單一且理想的性格，適用於所有的老
師，不同的個性與特質，都可以在課堂上
產生作用。」

Uri Crain是當代美國頂尖的爵士樂
鋼琴家，來台演出的前夕，順便拜訪我的
音樂課，跟學生聊了一點他的音樂人生，
「我是科班出身的，讀書的時候，兩個老
師啟發了我對爵士樂的熱情。第一個老師
的想法非常 open-minded，他說爵士樂是好
樣的，做音樂一定要有樂趣，樂趣（fun）
的熱情的來源，不過，也別忘了認真
（serious）是學習的態度。另外一個老師
比較保守，他再三訓誡我不要玩不入流的
爵士樂，那只是非科班出身的雕蟲小技而
已。我聽了心裡不服氣，就打定主意非推
翻他的想法不可。」

在此之前，我從來沒有想過開放的老
師和封閉的老師都會對學生產生啟發的正
面意義。原來老師的價值不在自己給自己
的評斷、而在學生的心中，所以創造力老
師應當忠於自己，把最真實的面貌展現出
來。不過，為了打開學生的眼睛，創造力
老師也要瞭解自己的侷限。

意若思鏡

創造力老師的魔法不在複製自己的知
識、而在起動學生的電瓶。就像《哈利波
特》裡的那面「意若思鏡」，每個人在鏡
子裡看見的不是現況、而是嚮往。

坎伯剛開始教神話學沒多久，就發現
了這個秘訣，「我最初的想法是，上課的
時候，我必須讓她們從她們的宗教裡跳出
來，但我很快就發現，這是適得其反的作
法。」聰明的做法呢，就是把自己的知識
全部攤在學生面前，讓她們自由決定如何
使用，「從我的教學內容裡，她們自然會
用一雙全新的眼睛去看她們的宗教。…信
仰的東西依然在那裡，只不過，現在祂會
用祂最初的語言對你說話，而那是原先被
神職人員所遮蔽起來的。」

David 龔提起 Michael Partridge 時，
語氣裡也有對一個魔法師的敬重與愛戴。
「Art Center不教創意，只教技術。唯一
給過我靈感的就是 Michael Partridge。他
的穿著亂七八糟、談吐顛三倒四、行事風
格難以預料，但最特別、也最重要的是，
他的想法與眾不同。…其他的老師緊緊抱
著傳統不放，Michael Partridge 卻發出不
同的聲音，我很幸運，看見了兩種，並在
其中取得平衡。」

有人問坎伯怎麼教書？他說：「我的
朋友吉謨說『WOB（Wisdoms of Buddha）
電台是二十四小時放送的，但你得有一部
接收器才行。』佛理是無法教的，開悟是
無法教的。你唯一能做的，只是提供各種
線索。但如果一個人不肯划他的獨木舟的
話，就無法過得了河。」Uri Crain 的故事
也是一個好例子，儘管石內卜教授說爵士
是有趣的，路平教授說爵士是無聊的，敏
銳的學生有一套自己的方法辨別通行證與
路障，從自己的本質出發尋找創作的素材
和方法，成就了一個爵士樂鋼琴家。

所以創造力老師的工作不是把學生教
成同一個模樣，而要提供多元的觀點、足
夠的工具和不同的方法，鼓勵學生、幫助
學生、起動學生找出自己的創意處理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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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或許，李欣頻對學生說的話剛好可以
作為結語：「我相信你們都將有足夠的能
力面對未來不可知的世界，我所能給的只
是繼承自甘老師的些許 POWER，那怕只有一
句話，那怕只影響了一個人，如果這一點
點的小火花能啟動一個沉睡的靈魂運轉強
大的力量，我就覺得非常快樂了。」

四、計畫成果自評
非裔美人 Kevin Carroll 為 Nike 工

作，名片上印著他自己發明的職稱「The 
Katalyst」，他說：「Katalyst 就是讓兩
個東西加起來產生化學作用。我的工作就
是扮演 Katalyst，儘可能地與人互動，讓
不同的事、人連在一起，產生改變、反應，
讓大家從不同角度思考，帶動新的想法。」
Kevin Carroll 做的，就是我正在做的——
儘管名義上這是一篇個人的研究，但其實
是靠著「碰撞」一群人有創意的人才得以
完成的。這群人，有資深學者、廣告專家、
電影導演、服裝設計師、出版業者和作家
等等。而我的角色，在我的認知裡，很接
近 Kevin Carroll，是與人互動的、連結 A
與 B的、提出問題的、促成改變的、引發
討論的以及最後做成紀錄的。對我來說，
這是一個新鮮有趣的經驗。

寫這篇文章的內部動力，源自對自己
工作的關心和好奇，外部的動力，則跟
《Teaching，希望工程的藝術》說「優質
的教學並不難發現，難在如何確實指出它
的成就歷程」有點關係。嬉笑怒罵的《BOBO
族》講了一句難得誠懇的話，「能夠用有
系統的方式說出大家已經在做的事情，勉
強也是一種貢獻。」這句話無意中安慰了
正絞盡腦汁為這個研究找出正當性的我。

當然我也明白這篇文章的系統性是有
問題的。我不得不坦承這個研究的立意是
在揭露、而非窮盡。也就是說，我的目的
是尋找和開發各種可以用來起動創意體驗
的元素，結果雖不周延且不互斥，但周延
和互斥本就不在我的考量之內。或許不清
不楚往往更能激發出討論的意願和研究的
動力。

其次，儘管想換種更逼近創意本質的

方式書寫，我還是無法避開書寫過程中不
停出現的歸納，但歸納不是為了刻意分割
那些不可分割且不該分割的，也不是因為
不自覺又掉回了社會科學研究的傳統——
看重「同」而輕視「異」，我只是想沿路
順手先抓出幾個標竿，以便讓設計創造力
教室的和擔任創造力老師的找到附著和使
力的角度而已。

在我的想像裡，這些角度不是答案，
而是問題；不是用來驗證的，而是用來實
踐並據此繼續演繹的。我相信即便對同一
個老師而言，也不會有一堂一模一樣的創
意課。就像愛情和人生那樣，多讀幾個甜
蜜或悵然的故事總是加分，但最後還是得
靠個人收拾個人的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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