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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教學的過程中往往可以發現，學生由於重視創新、創意，於是通

常過份強調想像、靈感，卻不注重專業知識的追求，以致於有些所謂的

創新只淪於胡思亂想，即便有新的構想也因為知識不足難以落實。因此

本文針對此一問題從事思索，認為知識累積在擴大個人經驗、形成認知

的參照架構、對創新的支持以及落實想像上，都有重要的影響，而這些

都是創新所不可或缺的。雖然學生對知識對創新的影響也有一定的認

知，但是學生依然難有真正的感受，這與學習過程的僵固化、對知識權

威的服從有關，以致於長久下來，甚至不相信自己的努力。因此在教學

上，多運用非正式知識以印證正式知識，或透過二者的差異激發學生質

疑，以使學生發揮想像、調動所學得的各種知識來尋求答案，或許可以

改變僵化的思維習慣，培養學生創新進取的精神。 

關鍵詞：知識累積、創新能力、非正式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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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在教學的過程中，時常可以聽見學生對於努力學習知識的質疑，理

由當然是五花八門，其中有以類似愛因斯坦所說的「想像力比知識更重

要。因為知識是有限的，而想像力概括世界上的一切，……想像力是科

學研究中的實在因素1」為理由，以諸如想像力、靈感等概念論述個人的

創新，認為學校教育往往是對個人創新能力的抑制。以致於更加輕忽課

業，把精神、時間用在尋求多樣化的刺激，總之，不用在課業。 

雖然多方接觸以擴大自己的眼界是值得鼓勵的，但是，沒有根底的

胡思亂想雖然「新」，但是否就是創新？或說，創新、創造力是否就是

胡思亂想所成就的？因此有必要就知識累積與創新能力的關係作一認

識，以辨別其中的異同。 

首先，必須釐清創新、創造力（creativity）的意義。這一常用的語

詞，細究起來，學者們有許多不同的看法，依其研究導向及學派不同，

創新能力也就被賦予不同的意義2。本文無意於分辨諸學者之間的差別，

但一般而言，所謂創新能力是「創造者在富有創造性的環境下，發揮個

人流暢性、變通性、獨創性與精進性等特質，並透過思考歷程表現出好

奇、冒險、想像與挑戰等行為，創造出前所未有、獨特且有社會價值之

想法或產品，使個人或團體能享受其利3」。或者如「維基百科」所下的

較為簡要的定義：「所謂的創新即是經由引進新事物，進而改變舊有事

                                                 
1 《愛因斯坦文集》，第 1 卷，頁 284。轉引自張恩宏 《思維與思維方式》（黑

龍江科學技術出版社，1987），頁 270。本文徵引文獻，僅於首見時註明出版資

料，下文皆同。 
2 有關學者們對創新能力、創造力定義的歸納，見陳韻純〈影響學生創造力的

結構模式及創造思考教學處理效果之整合分析〉，高雄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博

士論文，2007，頁 16-40。 
3 陳韻純〈影響學生創造力的結構模式及創造思考教學處理效果之整合分析〉，

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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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程序，並且創新通常會增加價值4」。總之，創新能力被認為是建構

知識經濟社會的關鍵驅動力量，改變人類生活和發展社會的重要力量，

在文化、經濟、商業、技術等生活領域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創新往

往帶來積極意義的改革，推動社會變得更好更進步。此正如張恩宏所

謂：「人們的創造力，集中地凝結在各種生產工具、科學技術和文化藝

術知識中，體現在人所創造的各種物質的精神的成果中。它是創造力的

物化和對象化，是人類賴以生存和發展的主要手段。5」換句話說，所謂

的創新、創造是具有社會意義的，單純屬於個人天馬行空的想像，並不

被視為是創新、創造。 

其次，就影響創新能力的因素來說，也是多種多樣。由於在教育普

及和知識經濟時代中，只有擁有創意和創新能力的人才能躍升為主角，

因此也帶動國內外對「創造力」的研究有如雨後春筍，據陳韻純對國內

博碩士論文的統計，過去有關「創造力」的研究，其中有關影響學生創

造力的相關論文便有 426 篇之多6。這眾多的研究自然是觀點各異，然依

陳韻純對國內外文獻的歸納，大致可將眾多影響創造力的因素歸納為

「創造環境」、「領域知識」、「創造者個人特質」、以及「重要他人」四

大主要因素7，各類因素之間，也存有密切的互動關係。至於本文則將「知

識」的領域略作擴大，包括領域知識、技術能力和在日常生活中所習得

的常識，本文即是就此一範圍，略抒一點教學的淺見。 

貳、 知識累積與創新能力的關係 

一、擴大個人經驗的限制 

知識是人類認識和改造世界實踐活動的經驗總結，人們透過後天學

                                                 
4 引自網頁（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2009.09.20。 
5 張恩宏《思維與思維方式》，頁 235。 
6 陳韻純〈影響學生創造力的結構模式及創造思考教學處理效果之整合分析〉，

頁 54。 
7 同上，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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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獲得豐富的知識，並在學習過程中不斷地提出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

問題，使得知識能不斷累積和更新。因此知識的累積、學習，免去了個

人重新摸索、試探錯誤的過程，這正是超出了自己切身經歷的經驗，而

能獲得多種層次角度以觀察事物的便捷方式。相當於聚集眾多前人的經

驗為我所用。由此可見，知識越豐富，思考時就能越過個人有限的經驗，

從更多的方面、層次、角度去考慮，更能發現客觀事物間的差異性、關

連性和特殊性，在掌握資訊的靈活性、變通性就越大，創造性觀念也就

越容易產生。因此，知識的累積會直接影響一個人的創新能力，一個人

掌握的知識越多越有利創新，因為「知識是創造力的源泉，創造力是知

識的表現8」。所以在很大程度上，知識擁有量決定了認識能力，知道愈

多，愈容易發現問題，並運用知識的力量來發現各種途徑來解決問題，

超越原有知識的限制，產生創造性及實用性的新方法。 

二、形成認知的參照架構 

一般的看法認為，人有思維能力，因此能自動把所看、所思的東西

轉化成有意義的想法，故而擴大個人經驗的累積，便能使思維觸角伸展

得更廣、更深、更遠。所以經驗愈多，就愈能發現不同知識的相關性、

複雜性，更能掌握到知識的核心價值。於是人腦就好像資料庫，貯存愈

多的資料，碰到問題時，愈能自動地從中「提取」到所需的材料，這樣

就能探求到解決問題的新角度，從而產生新的洞見。這種想法道出了部

分事實，卻忽略了新的事實很少是在「遇見」時「被發現」的9。 

因為，「發明創造就是區分，就是選擇。10」人面對眼前已知的經驗

和資訊，事實上常常是有如在一堆糾結錯亂的物件中，要找出有用、適

合的東西來，並不是一件容易的事情。因此如果沒有透過知識的累積，

                                                 
8 張恩宏《思維與思維方式》，頁 249。 
9 ［美］杰羅姆‧布魯納《論左手性思維──直覺能力、情感和自發性》（上海

人民出版社，2004），頁 91。 
10 同上，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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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建立一認知的參照架構，則無法排除無用的聯結，把知識與智力互相

轉化，並重新組合，進行富有成效的聯結。換言之，在面對紛亂雜多、

性質各異的經驗、資訊時，我們首先須在心中進行篩選，留下「有用」

的部分。然而，這進行篩選的標準何在？其實就是我們透過學習而來的

知識，這知識是我們面對雜多的現象，進行有意義的整合時所不可或缺

的。只是我們往往對已學得的知識習以為常，覺得這是自動反應而已，

但事實上這正是我們日積月累、長久學習之後在心中形成的參照架構。 

因此，一個人所受的教育及個人學習程度，會決定其思維能力的發

展和思維方式，之所以如此，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面對世界時所

採取的參照架構，會隨著學習的狀況而不斷變化。 

三、知識對於創新的支持 

擁有豐富的知識並不代表擁有同等的創造能力，但是一個人專業知

識（領域知識）不足，則面對問題時，便無法從事思考，更別提創新。

即使胡思亂想地擠出一個想法，但往往只是已被證明為錯誤的觀念；如

或幸運地碰到答案，但也許只是浪費時間在已有的解答上。 

由此反觀知識的累積，便可知相關的領域背景知識是創造發明成敗

的重要關鍵，這除了可以使人避免了陷於無知的風險，給予勇於創新的

信心及動機外，更重要的是，創新的構想一旦出現，由於有足夠的知識

累積，因此可以透過知識判斷和檢驗靈光乍現的觀點是否可以成立，這

便使人的創新性觀點得以延續進行，從而落實成真。這也就是說，一個

創新構想的出現，可以透過已被承認為真的既有知識而得到支持，也由

於得到支持，所以可以繼續推演，使抽象的理論或想法變成具體可操作

的成品。 

故而充足的知識，與創新的構想往往呈現若即若離的關係，創新既

不同於已有的知識，但是卻因為已有的知識的支持而得以成立。也因此

若要在某個領域裡表現創造力，就必須具備足夠的該領域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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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促使想像落實 

思維並不限於眼前事物，通過我們對客觀事物的比較、分析和綜

合，它能超出當前事物的限制的想法。而能做到這一點，就必須開發想

像的能力。所謂的想像，就是在現實的基礎上展開思考，是人類把過去

的經驗組合，並從過去的經驗中激發出新思考路徑的方式，創造出新形

象的過程。但想像並不是天馬行空，必須能實踐、可以執行的，所謂「大

膽假設，小心求證」，想像最終也要追求相對的真實，才不淪為胡思亂

想。換句話說，我們可以「大膽假設」，任由想像奔馳，然而要使想像

不僅僅只是幻想，就必須有「小心求證」的過程，然而如何求證，自然

就必須訴諸於已然有的知識。 

英國學者L.S.斯泰賓在《有效思維》一書中，引用鮑爾溫的演說，

指出「能讀書不等於能對所讀的書進行思考。寧可要有條理的懷疑，不

要無定向的思考。11」。這之中所謂的「條理」，明顯的就是已經被承認

具有價值的知識，而「無定向」正是天馬行空式的想像。這正是指出「懷

疑」得以使我們不受限於所學，從而發揮想像以創造新的觀點，但是仍

必須檢證想像可以落實的可能性，而這正是需要充足的知識累積。 

參、 學生對知識累積與創新能力關係的不信任 

雖然知識對創新的影響甚鉅，事實上學生也對此有一定的認知，但

是學生依然難有真正的感受，這或許與學習過程的僵固化、對知識權威

的服從有關。以致於長久下來，甚至不相信自己的努力，總是在尋求他

人提供的、更具權威性的答案。尚有因對知識類別分高下，為了省時省

力、追求評價，故而形成對評價之外的知識類別漠不關心的態度，也因

此扼殺了好奇心。茲分述如下： 

                                                 
11 ［英］L.S.斯泰賓著；呂叔湘、李廣榮譯《有效思維》（北京：商務印書館，

1996），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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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飯桶高材生」現象 

當然，知識和創造力並不是絕對成正比的。洪正幸教授在成功大學

的一場演講中，就提出了「飯桶高材生」的說法12，指出很多高材生只

盲目滿足已有的舊知識，形成惰性思考習慣，產生思想僵化的現象，於

是出現「讀死書的書呆子的悲劇正是將充滿生機和活力的思維活動摒棄

於認識活動之外；將知識變成限制思維的創造活動的框框，把思維拴在

知識上13」。換句話說，一個擁有高學歷的人並不等同擁有良好或高度的

創造能力；反之，一個不具有高學歷的人亦可以擁有良好或高度的創造

能力，因為知識並不是單純從學校才能得到，而在校學業成績也不能完

全代表人的知識成就。 

這種「飯桶高材生」現象的出現，大致上是因為傳統填鴨式教育只

注重知識的傳授，將教育的焦點放在「內容」和「答案」上，忽略了「過

程」，忘了啟發應如何思考、保持好奇心、追求「為什麼」的精神。於

是學生對於老師的授課內容習慣性的照單全收，並求助於反覆記憶以利

於把「內容」記住，並無法真正吸收和了解。反正問「為什麼」沒有用，

更遑論理解構造知識的程序、方法、內涵，最重要的是要「答案」。誰

能把答案記得多，學習的成效（分數）就愈高。於是學習的過程就成為

記憶已知的知識，以便考取好成績，求知慾、思維能力和敏感性等等，

驅動學生去發現那些未知的知識的信心及態度都逐漸淡化。透過這種方

式獲得「高」評價的所謂好學生只是很會死背課本內容，可以把老師所

說的考試重點記住，熟讀考古題，方便考試，雖然考試成績好，卻成為

所謂的書呆子，這樣的學生記住了太多「答案」，好奇心早被扼殺，甚

至來不及發問就被告知答案。正因為是被動學習，只強調死記硬背的能

力，於是不會把學習轉換成與自己其他認知生活有關連的東西，自主性

地學習，從學習得到樂趣和滿足，考試不考的東西就不感興趣，更不會

                                                 
12 洪正幸〈文藝創作對科技獨創的啟示〉，成功大學中文系演講稿，2009.12.01。 
13 張恩宏《思維與思維方式》，頁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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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一反三，以致學習效果非常有限，變成只能在學校考試取到好成績，

但缺乏解決實際問題的能力。這就是洪教授所謂的「飯桶高材生」形成

的一項重要原因14。 

二、服從權威的心態 

人類天生具有想像力，當我們看到兒童的繪畫、聽到兒童的童言童

語時，常驚嘆他們豐富的想像力。在兒童繪畫時，構圖和著色都十分大

膽，很多父母求好心切，有意識引導小孩子應該如何畫或乾脆自己親自

操刀，用大人的技巧來繪畫。雖然得到的結果彷彿是大人心目中的好作

品，但明眼人卻一眼便看得出來這是經過大人加工的標準作品、失去童

趣的作品。久而久之，兒童會被教導成很「正常」，例如：人頭不能比

身體大、蘋果一定是紅色的等。這不只是賦予兒童看世界的「正確」方

法，同時也傳達給兒童一個重要的人生態度，就是「大人」是對的，於

是服從的結果便是制式思考方式的固著。 

制式的思考方式會減少想像力，這是因為大腦的思考途徑已經被定

型了，會下意識地去除和否決非制式化的反應方式，使得想像力不能「輕

舉妄動」。面對同樣一種事物，不同年紀、文化、生活閱歷的人會有不

同的想像。人在思考時，會發揮想像力，在腦中自然形成各種形象來刺

激思維，若缺乏想像力，思維只能一步一腳印，按著原有的路線來前進。

然而在制式思考方式下，想像力無法使思維飛得更遠更高、擺脫現有條

件的限制，更無法產生新的方向和突破。 

三、怠惰依然能有高評價 

知識爆炸導致專業的分隔與知識的碎裂。學校的知識只提供了部份

的知識，而不是全部的知識，並且為了應付考試，學校、學生和父母變

得只注重專科科目，自然會放棄一些「無關痛癢」的科目，例如：音樂、

                                                 
14 洪正幸〈文藝創作對科技獨創的啟示〉，成功大學中文系演講稿，2009.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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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美勞等。學生平日埋首教科書和補充教材中，更無暇閱讀課外書，

長期下來，知識分子如井底之蛙，只看到自己所看到的，安坐在象牙塔

中讀書，對世事不聞不問。他們並不是無知，而是好奇心被嚴重抑制，

以致於無法擺脫教條的約束而對世界事物有全面的認知。但是「高評價」

卻使學生能夠以此滿足，長此以往，學生同時也接受了外在權威對價值

高下的判斷。 

但是權威卻會限制創意的發展，因為創造新的東西出來，往往會與

舊東西產生矛盾、衝擊，甚至出現推翻的情形，然而這些舊有的知識、

觀念，早已根深蒂固地為人所接受和信奉，具有權威性和說服力，甚至

是不可侵犯的神聖，當人在思索有關的問題時，會自動迴避過去，或視

為理所當然，不會產生任何懷疑和檢驗，就好像過去的人相信地球是平

的，要他們接受地球是圓的是荒謬的。於是，挑戰、質疑既有的知識權

威是必須承擔風險的、吃力卻未必討好的，如此，在智力上的怠惰，反

倒可以獲得認同，何樂而不為？ 

這樣的觀念造成了高學歷的人並不等於是有智慧的人，因為已知的

知識有其系統性和權威性，而未知的知識是隱蔽性和未經証實的，人往

往會受限於舊有的觀念和想法，出現偏見，拒絕接受新的想法，即使有

足夠證據支持這種新的想法，甚至會堅持一種信念超過我們所掌握的證

據所允許的程度，這種現象好像把「心靈戴上眼罩15」。於是知識分子便

不具備求異和創新能力，無法突破知識的侷限性，走出原來的知識框

框，更無法爆發出新的思維方向。 

四、不相信自己的努力 

人在成長過程中，很容易被教育成不會思考的人，習慣從看到「問

題」就直接跳到「答案」的「規則式思考」，當「問題」改變了，就無

法思考出「答案」來，喪失自己發現知識的學習能力，無法把老師傳授

                                                 
15 ［英］L.S.斯泰賓《有效思維》，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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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識消化變成個人化的知識。例如在賴聲川的一篇文章中，有兩名學

生為了參加演講比賽，其中有一個題目叫「我的爸爸」，他們先把一篇

叫「我的爸爸」的文章背了下來，準備誰抽到這題就可派上用場。但事

與願違，兩人都抽到「我的爸爸」的題目，結果學生當場呆若木雞，無

法開口16。在這個故事中，我們看到兩點：首先，學生看到題目時，不

願自己先創作文章，雖然題目很容易寫，反而是找來別人的文章背起

來；其次，是「我的爸爸」這種普遍的題目，學生理應可臨場反應，我

口讀我心來演講，即使是停停頓頓，也不應到完全不會講的地步。 

由此看來，這兩名學生寧願費功找別人的文章來背，也不想自己寫

作文章，因為他們認為創作文章是一件更困難的事，「創作」必須「用

腦」，因此花時間去找別人的文章更方便。由於先準備的無法用上，他

們無法馬上思考和應對，不能生出另一個「答案」，即使「問題」很簡

單，事實上，兩人並不是沒有解決問題的能力，而是不相相信自己可以

表現得很好。這同時也隱含著一個隱蔽的心態，即是在自己之外，始終

存在著更高於自己的權威，只要找到這權威，學習它、模仿它，就能使

自己「成功」。在這種心態下，很難有努力嘗試創新的動機，只會尋求

他者已有的成就，以試圖轉換為自己的評價。 

肆、 非正式知識對學生學習的功用 

知識可以分為正式知識與非正式知識，我們進入學校接受教育，從

書本上或是課堂中學習得的知識，是正式知識；同時，亦從個體日常生

活中學習到常識和經驗，是非正式知識17。 

有些人雖沒有高等教育的加持，但一樣能從生活體驗、觀察和人生

                                                 
16「天下網路書店」《賴聲川的創意學》書摘

（http://ad.cw.com.tw/reader/create/intro01.asp），2009.09.26。 
17 所謂正式、非正式知識的劃分，見陳韻純〈影響學生創造力的結構模式及創

造思考教學處理效果之整合分析〉，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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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中，獲得豐富的常識，這就是常言的「讀萬卷書不如行萬里路」。

常識豐富的人，如同一部百科全書，能夠儲存大量不同的資訊，當碰到

問題時，自然能在豐富的資料庫中，以聯想與類比推理來激發出不同的

創意，久而久之，也能發展出適應其生活的思維及行動。雖然由此而來

的知識，或許有謬誤，或許過於粗疏，但對學生的學習卻有重要的功用。 

在學生專業知識不足的時候，通常都是處在接受、理解的階段，事

實上很難對課堂上所傳授的知識提出真正的質疑。但是非正式知識，在

學生特定領域的知識有所不足時，得以運用不同方法和資訊，從旁側擊

來獲取訊息和方法，以補償特定概念的缺乏。如從日常生活經驗中所得

到的水流知識，可以比擬電流的部分特性，使之具有較為明晰的形象

性。除此之外，可用作印證、在差異中尋求合理解釋的功用，由於非正

式知識往往是學生切身生活的經驗，具有活生生的新鮮感，這正是促使

學生思考的有力部分。 

一、在正式知識中印證日常經驗的非正式知識，以對兩方面都獲

得更深入理解，二者可以相輔相成。 

這種例子不勝枚舉，如漂浮在水面上的繡花針，可以作為指北針。

這是一般常識中的知識，但是卻可以印證比重、表面張力、地球磁力線

等等知識。 

二、在差異中進行質疑，透過質疑同時可以獲得對知識的反省，

甚至是對自我的反省。而這正是學生在專業知識不足時，最

可以發揮創意之處。 

個人由日常生活中所歸納而得的概念，或許不同於正式知識，這便

可以形成兩種知識的交互詰問，從而激發出新的想像空間、擺脫制式僵

化的思維方式。這種現象尤其容易出現在異文化（含古代文化）的教學

內容中，由於與當代生活經驗不同，因此可以輕易發現其「異」，也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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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引發質疑，並動用想像力給予合理的解釋。 

三、異質性因素的刺激 

除此之外，經常面對必須在智力上「克服」的異質性因素，可以強

化思考能力，擺脫僵化的思維習慣。 

譬如我們經常聽到動物在走失後，即使在遠方，不能用沿路用嗅聞

記住氣味或其他去程的細節，隨後卻自行返家；或是在搬新家後，又自

行找路回到牠們的舊家的故事。因此，大家都認為狗具有「返家」的本

能。但事實上，每年仍有很多狗主痛失愛犬，其中甚至有很多的狗是在

自家附近走失的，但卻依然無法找到回家的路。我們不禁要問是何種原

因使狗失去「返家」的本能，或是失去嗅覺的能力？ 

根據研究，狗主人若在每次帶狗到外散步時，採取固定路線行走，

會減低狗的認路能力，一旦走出固定生活範圍時，狗會失去找路的能

力；反之，若能常更換路線散步，不斷刺激狗的反應，強化「認路」的

本能，即使狗在離家很遠的地方，無法用嗅感來幫助找出回家的路，仍

會自然形成回家的地圖，有意識地朝家的方向前進直到返家18。大腦由

神經組成，而思考過程就是神經傳達的路徑，人類要在養成良好的思考

習慣，不斷思考才能擴大路徑的濶度和深度，平常多用腦，不斷透過新

的思考方式尋求變化，自然能加強思考能力。思考好像一把刀，平日要

保養、磨刀、清潔，使用起來才能得心應手。 

伍、 結論 

除了少數天才或有智力缺陷的人，人一生下來的智能應是相差不

遠。但隨著生長環境的不同，人經歷不同的教育、經驗，接受不同的信

念，受到不同的人啟發和影響，慢慢演變出個人才能、性格、思想的差

異，並培養出每個人有不同思想習慣。因此，「人的思維能力是通過社

                                                 
18 魯珀特‧謝德瑞克《狗狗知道你要回家？》（商周出版，2001），頁 225-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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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生活實踐和學習獲得的19」。也因此可知，後天的環境、學習過程，對

人的思維能力影響之大。 

如果說有創意的人在認識和解決問題時，能夠利用不同角度去思考

問題，能夠不因循傳統以求異和創新，以致於敢於質疑，善於不斷發現

或是提出新問題，並且不斷探索解決問題的新方法。要能夠如此，那麼

這類人的人格，便往往是具有注意力集中、自信心強、獨立性強的特質。

這種性格展現在日常生活中，常呈顯出觀察能力強，喜歡注意客觀事物

的差異性、特殊性與矛盾性，能從千頭萬緒中，用最短的時間整理出方

向。展現在課業上，也就能有好奇求變的傾向，能對所學得的知識產生

疑惑，並針對疑問加以探究並尋求解答，直至全盤了解。因此容易接收

到把外界的各種刺激和信息，接觸新鮮事物能激發更多想像力，更懂得

變通，能舉一反三。 

很明顯，這樣的人格特質，與服從權威是大相逕庭的。然而在學生

長久以來的學習過程中，因尋求「標準答案」以獲得高評價的作法已蔚

然成風，從而造成智力上的怠惰。但是智力怠惰卻能有高評價，於是惡

性循環的結果，便是服從既有的知識權威，這種心態強化的結果，甚至

內化成為人格的一部分，相信永遠有高於自己的權威成果，可以模仿、

記憶，總之，不相信自己的努力，更別說「能跳脫現有規範，以敏捷的

洞察力觀察四周線索，繼而以創新求變之心態秉持著冒險精神構思新事

物或解決問題20」，因為冒險便必須承擔失去高評價的風險，還不如墨守

既有權威「保險」。如此，自然不可能有創新出現。於是，要能勇於質

疑、敢於創新，那麼專家的權威也應當在質疑之內。用今年甫獲諾貝爾

物理獎的高錕的話來說：「你最好也不要太相信我，正如以往我也不相

信專家。21」這正道出了質疑權威對於創新的重要。 

                                                 
19 張恩宏《思維與思維方式》，頁 4。 
20 陳韻純〈影響學生創造力的結構模式及創造思考教學處理效果之整合分

析〉，頁 19。 
21 引自《聯合報》A3 版，2009.10.07。 

 225



 
 
 
 
 
 
 
 
通識學刊：理念與實務 二卷一期 

至於所謂的非正式知識，也應當善用之，尤其在學生專業知識尚不

足時，非正式知識不但可用於印證正式知識，但也因其往往與正式知識

具有差異性，因而可以使兩種知識互相詰問、對話，從而促發各種想像。

雖然未必就求得「正確」的答案，但是這卻是一種重要的思維訓練，能

夠改變固定的思維路徑，學習調動已然存在於自己腦海中的各種知識以

解決問題。 

另外，除了思維的訓練，能夠詰問，也正是一種態度的展現，詰問

的本身不單只是追求知識，同時就是學習質疑權威，這種態度正是有利

於創新能力開發的態度。 

於是我們可以對似乎不太仰賴知識的直覺或靈感作一說明。在日常

生活中，往們有時會有靈光一現，不費吹灰之力答案就突然出現在眼前

的經驗。然而所獲得的答案與我原本所擁有的知識有何關連，卻也很難

自覺。但事實上，這是人將已經習得的知識，分解成散在的「游離態」

的「知識單元」，也就是具有廣泛應用性的概念、定理、公式等片段或

元素。這些「知識單元」保存在腦中，由與偶然的機緣而急遽組合連結

起來，使認識突然出現，那些原本不相關連的信息構成了新的排列組

合，形成新的知識系統22。換言之，靈感仍必須有既有的知識作為「材

料」，雖然是成為零零散散的狀態，但仍必須是已經累積於腦中，如此

才能有靈感出現。亦即，累積於腦中的知識材料必須先存在，否則也是

「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 

總之，有關創造能力的發揮，對於知識的累積仍是十分依賴的，它

不只是創造力的基礎材料，也是檢驗想像的成果能否成立、能否落實的

必要條件。而在大家使用共同的知識術語的背景下，也是與人溝通交流

所不可或缺的。但知識的累積並不單靠個人天生智力、特質就可以得

來，人類要不斷從正規教育和終身學習中累積知識，並要在社會文化、

家庭培養和學校支持下才能培養出良好的創造能力。 

                                                 
22 張恩宏《思維與思維方式》，頁 189-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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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Reflections on Knowledge Accumulation 
and Innovation 

Tung-Chao Lin  Chang-Ying Shao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instruction, it can often be found that students ignore 

the pursuit of professional knowledge because of their emphasis on 

innovation and creativity, and even over-stress imagination and inspiration, 

resulting in the so-called innovation only degraded into whimsical thinking, 

and even though there are new ideas, they cannot be substantiated out of 

insufficient knowledge.  Therefore, this article address this issue in a claim 

that impact of knowledge accumulated on the expansion of personal 

experiences of the as well as the formation of cognitive architecture that 

supports innovation and substantiates imagination is huge. Although students 

may acknowledge the impact of knowledge on innovation, they still feel 

hard to experience it, which has much to do with the rigidity of the learning 

process and the submission to the authority of knowledge. As time goes by, 

they do not even give credit to their hard work. Therefore, in the course of 

instruction, more use of informal knowledge to verify formal knowledge, or 

through the differences of both to enable students to have doubts, to exercise 

their imagination, and to mobilize a variety of learned knowledge to find 

answers, which may perhaps change the rigid habit of thinking, and foster 

their innovation and enterprising spirits. 

Keywords: knowledge accumulation, innovation ability, informal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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